
又是一年开学季。“校车安全”
再次成为全国学校和家长们关注
的焦点。宇通最新推出的超窄车身
“小钢侠”，凭借更轻巧更安全的产
品优势以及B照也可驾驶的低门
槛，备受市场青睐。笔者从宇通客车
了解到，自8月初上市以来，短短一
个月内这款车型已销售近500台，
市场前景一片看好。

轻巧灵活 安全到家

超窄车身“小钢侠”基于宇通原有
的新国标专用校车———ZK6559DX
“小钢侠”系列改进而来，拥有行业超
窄车身，车宽1.9米，车高标配只有
2.56米， 在校车中属于超低车身，
非常适合农村道路使用状况。

记者了解到，农村公路由于设
置限高、限宽等安全措施，尤其是部
分村庄入口水泥墩限宽2米，因此小
型专用校车在农村需求旺盛。 超窄
车身“小钢侠”满足了农村道路限宽
2米的要求，超窄的车身能顺利穿过
乡村水泥路障， 实现在农村路况中

畅通无阻。 部分道路交通条件差、
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相对复杂的
路况也对校车的路况适应性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超窄车身“小钢侠”
车身长度仅5.5米， 凭借轻巧的车
身，行动更加灵活方便，可自由穿
梭在蜿蜒狭窄的小路和村巷间，能
把每一名孩子安全送到家门口。而
这款车型超低的车身，也能实现其
在社区地下停车场通行自如，不必
担心停车难的问题。

“安全第一，是我们采购校车
的首要准则。 宇通校车作为国内
客车第一品牌，安全系数高，这是
我们选择他们的理由之一”，来自
河南省内黄县田氏镇希望小学的
校长程艳宁如此评价宇通校车。
当被问及为何选中超窄车身“小
钢侠”时，程校长表示，这是我们
今年采购的第二批校车， 也是我
们第一次采购宇通专用校车。之
前我们第一批采购的校车是其他
品牌车型， 但宇通推出的“小钢
侠”1.9米的超窄车身版，更适合农

村的复杂路况。

超越国标 安全护航

虽然超窄车身“小钢侠”体态
娇小，但却是“小而强大”。借助业
界领先的宇通校车360o安全系统
解决方案， 宇通超窄车身“小钢
侠”为学童提供了完善的主、被动
安全保障，在安全产品、安全管理
两个方面进行全新升级， 实施高
于国标的整车技术标准， 有效保
障校车安全。

超窄车身“小钢侠”在骨架强
度与密度、 车体结构、360度环视
系统等多个方面超越新国标，其
中骨架采用强度高、 密度轻的高
强度钢，0.8米的骨架间隙更是行
业最密；而车内学童防遗忘装置、
阻燃环保内饰、 后围安全门等方
面的功能设置， 为学童的安全又
加了一道“保险杠”。超窄车身“小
钢侠”搭载了宇通独有的安芯智能
管理系统，借助智能管理系统可有
效实现对校车运行状态和学童上

下车情况的全面监控，而且在提供
GPS导航定位版本的基础上增加
了北斗系统版本可选，在安全管理
方面为用户增加了可供选择的系
统。多种安全升级举措，全面呵护
学童安全出行，满足了学校、校车
运营方和家长的共同期待。

贴心服务 保障安全

众所周知， 售后保养对校车
的使用非常重要。 车辆如果不注
重保养，将会导致故障多发、安全
隐患增多、性能下降、动力不足和
油耗增加等多种问题。为此，宇通
校车在“宇通·安全呵护”2013暑
期校车服务活动中， 还推出了校
车“保养无忧服务包”，结合用户
运营校车的特性为用户量身打造
为期1年的保养计划，令用户保养
无忧， 进一步体现了宇通校车
360o安全系统解决方案在实现
“无忧服务”方面的努力。

正是由于宇通在售后服务上
对用户的细心关怀， 来自湖北公

安县路安校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赵
健先生一次性向宇通采购了30台
超窄车身“小钢侠”，超高的采购
量充分说明了用户对宇通品牌的
信赖。“以前也买过宇通校车，宇
通校车的质量、 售后服务让人印
象深刻， 产品非常安全， 令人放
心， 而售后服务也能快速反应”，
赵健先生向笔者介绍了当初选购
这款车型的理由，“另外， 超窄车
身‘小钢侠’非常适合我们这边农
村复杂多变、较为恶劣的路况，而
且这款车型B型驾照也可驾驶，能
降低校车司机招聘的门槛， 有效
减少校车所需的运营成本。”

以更灵活的身姿实现“门对门”
的学童接送服务， 以超越国标的卓
越品质赢得市场口碑， 凭借这些优
势，宇通超窄车身“小钢侠”已成为
国内幼儿园、 小学采购校车的热门
产品， 未来随着校车安全法规的完
善和农村校车需求的释放， 将有更
多宇通超窄车身“小钢侠”应用于全
国各地，保障孩子“安全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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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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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法治中国的开始
古语有云“刑不上大夫”，但

现在人们更关注的是“刑如何上
大夫”。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制
度无论对位高权重者， 还是对平
民老百姓，都一样重要。

︽
财
经
︾

预算资金谋变
当前， 保障和改善民生应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
少事， 超过收入能力的支出安排
是不可持续的。同时，民生支出要
守住底线，要“雪中送炭”，而不是
“锦上添花”。

︽
瞭
望
︾

严打造谣不是压制言论自由
自由的下限是事实底线和道

德底线， 自由的上限是在现有的
法律制度框架内。 依法依规打击
谣言，不是压制言论自由，而是对
所有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民主权
利和责任的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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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腐败叫海外购房
薄家在海外购买豪宅，花费

数千万美元，而且根本不用自己
付款。不要说跟保障房住户相比，
就是跟靠贷款供楼的所谓中产
阶层相比，也堪称天壤之别。

这种差别，有一个空间维
度。不夸张地说，薄家已经有
能力在全球层面上调动金融、
谋划房产、 构筑法律屏障。这
也等于说，腐败与不平等在空
间上被远远拉开距离，从而得
以避人耳目，不受监督。

在购房领域中反映出来
的不平等，还有一个时间维度。
谁都知道，在好地段买学位房，
基本目的就是让孩子获得优质
教育。这方面的激烈竞争，迫使
父母将孩子的生涯规划中的时
间起点不断前移， 从幼儿园开
始就要谋划。 而优质幼儿园学
位，也是与住房挂钩的。

薄家的孩子一路走的名
校路线，由此产生出巨大的光
环，稍加文宣推广，便成为迷倒

众生的青年榜样。 若不是薄贪
腐败露，他未来的人生履历，必
定还有各种漂亮。

必须指出，这是用了大量
不正当的金钱，为自己的后代
在空间和时间上抢占先机，从
而构造了巨大的不平等。如果
权力、资本、教育等资源在全
球顶层汇聚， 形成垄断呢？那
会产生赢者通吃，出现竞争排
斥，从而产生出别人无法与之
竞争的一代。不平等将因此而

固化，再难消除。
很多人说， 为自己的孩子

买房买教育，投资铺路，难道不
是人之常情吗？当然是的。然而
我们都看到， 只要有人手里拥
有巨大的权力和金钱而又不受
控制，人之常情也会严重扭曲，
结出恶果。社会
上将不可能存
在公平竞争，这
是最深的忧虑。

【扫我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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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保护种子
201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回良玉在长沙强调，“国以
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几年过
去了，“国以农为本”已经得到
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农
以种为先”的利害关系似乎仍
然停留在决策层的认识当中。

与咄咄逼人的国外种业集
团相比， 中国种业还处在初级
阶段。 政府出资， 打造种业航
母，补贴种业公司，是众多专家
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 看似简

单，但落实起来却艰难。
种业变革需要有更长远

的战略目光，更深刻的民生关
怀和更沉重的社会责任。如果
说，抵御外国种子公司的入侵
是捍卫国家食物主权的基本
思路，那么，认识到农民对于
农业发展的意义，维护农业生
产者的基本权益，进而维护所
有农产品消费者的基本权益，
才是对“主权在民”的最深层
次的理解。

可惜的是，无论人们在讨
论跨国种子公司、国内种业巨
头，还是辩论转基因、杂交超
级稻，都没人谈及农民在其中
的屈辱与损伤，更不要说农民
对种子问题直接发出自己的
声音了。

能否在扶持国内种业的同
时，对农民购种有所补贴？能否
在公开转基因的基本信息的同
时，推动“种质库”的广泛建设？
能否像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一

样，保护濒危农作物？能否在推
销新品种新型号种子的同时，
告知农民莫让手中的原种从此
遗弃？ 能否像推动农村合作社
一样， 推动农民之间的种子交
换与合作？

太多的问
号， 也意味着
更多的可能。

【扫我看全文】

《新民周刊》2013年第35期

我们今天缺的，是对人性和良知的真诚信仰
最近听闻了太多孩子的

苦难， 让我们的心灵几近崩
溃，让我们嗅到了人间血腥的
气息。

斌斌醒来后问旁边的人，
天为什么是黑的？ 母亲只要
孩子的双眼，而法律，无法再
给他。

法律的践行，必须有道德
的呼应。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
度， 一个失去传统文化的民

族，从西方凭空移植过来的法
律的功能到底有多大？我相信
“文革” 中的多数人在当时是
抱着满腔热情参与进去的，他
们都幻想着要砸烂一个旧世
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最终
他们都失败了。这样的失败，其
实造成了双重伤害， 旧的信仰
和世界失去了， 而理想中的新
信仰和新世界也幻灭了。“文
革”结束，我们在幻灭中又马上

进行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而
事实上， 我们缺的不仅是钱和
法律， 还有对人性和良知的重
建，对传统文化的重建。

这种缺位，一直到今天都
没有完全解决。 如果要重建传
统，追求信仰，就要选对方向。
须知追求信仰的力量非常强
大，它可以建设，或者毁灭任何
美好的、善良的、真实的世界。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并没

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今天死
去和受伤的孩子其实是在为
我们过去的疯狂年代和信仰
的缺失买单， 但我坚信一点：
我们今天缺的， 不是法律，不
是钱，而是对于人性和良知的
真诚信仰。

【扫我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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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来临超窄车身“小钢侠”保障学童安全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