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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高校专业设置
当有“动态调整律”

声音
科技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变
得便捷， 但也给相关产业带来危
机感。这是人类社会的辩证法，也
是社会生态和产业模式更新换代
的原动力。
—张敬伟。近日，位于上海
——
黄 浦 区 九 江 路 303 号 的 中 国 建
设银行上海市无人银行正式开
业。建设银行在上海吃了“第一只
螃蟹”，其他银行也会在其他地方
陆续布点自己的无人银行， 银行
的 AI 时 代 ，在 5G 还 未 来 临 前 就
提前踏入社会生活。

有道是“前人栽树， 后人乘
凉”，老年人群体年轻时同样为城
市、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 年轻人们应当多给予他们
一些理解和关怀， 少一些偏见和
指责。
—农兰翠。
——
近日， 被誉为
“最 美 地 铁 ”的 青 岛 11 号 线 迎 来
免费试乘， 结果地铁站内人满为
患，拥挤的人流多为老年人。因地
铁站内人太多， 部分站临时采取
过站不停车。有网友称，这场面就
像超市开门了，抢鸡蛋了；还有人
评 论 道 ：“老 年 人 就 是 爱 贪 小 便
宜”“很多老年人没素质”。

□ 邓海建
图 / 陶小莫

据报道，在未来两年内，浙江
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拟停招信息
工程、 市场营销等 11 个专业，这
是该高校第二次大规模进行专业
调整。 据称，该校砍掉的，是相对
低效， 不能体现学校特色化办学
的专业，此前，该校已撤销或停招
了 6 个专业。
（据光明网）

2017 年，中山大学也曾调整
或暂停 18 个本科专业的 2017 年
招生，包含在国内颇具影响的“社
会工作”专业。 砍掉专业、自我瘦
身， 这样的改变对于国内高校治
理来说，并非是件坏事。
综合型大学也好， 专业性高
校也罢， 在专业设置上都应有动
态调整机制， 总不能开设专业之
后不讲发展前景一直死撑。 针对
高校专业开设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应以教育的视角对待，综合考
量，祭出
“药方”。高校调整专业的
最终目标，还是
“集中资源攥紧拳
头做强专业”。
这些年来， 伴随着高校扩招
的浪潮， 专业滥设的问题在各地
均有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
院教授李立国曾说：“像新闻学，
我印象当中，全国 3000 多所本科
院校，900 多所都开设了新闻学
本科专业， 每年培养的新闻学专
业人才将近 50 万人， 大量的毕
业生不从事新闻专业有关的工
作。 ”此前，教育部曾披露，共有
61 所高校在一年内申报设立 7
个以上新专业， 更为夸张的是，
有所大学竟然一下新设立了 56
个本科专业。
高校跟风开设专业、 盲目上
马， 消减了一个专业本应具有的
专业性。这样泛泛的培养体系，离

“
高质量教育”相距十万八千里。
高校专业设置上的问题，大
概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一哄而
上， 被教育主管部门点名的电子
商务、动画等低就业率的
“热门专
业”，很多是高校凑热闹、拍脑袋
的决策行为；二是一站到底，专业
只增不减，大而全、多而滥，很少
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撤销专业；三
是一路绿灯， 专业设置率性而随
意，各中间环节无人究责、无以监
管。因此，高校治理体系之弊便在
专业设置上一览无余。
这是个唯变不变的时代，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动态
的，820 万高校毕业生和 6.5%左
右的 GDP 增速亦在动态更新。
高校专业设置， 恐怕也应该有自
己的合法守序的“
动态调整律”，
用依法治校的时代逻辑， 纾解千
校一面的现有症结。

补助
“
深夜食堂”是给城市做加法
快人
快语

别把棍棒教育
当作传统文化
□ 熊丙奇
近日有媒体报道， 一家宣称
面向“问题孩子”施教的“善和传
统文化基地” 不仅用棍棒体罚学
生， 还借着传统文化教育名号让
学生学习反科学内容。 学校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尽管
“基地”的老师
没有教师资格证， 他本人连初中
都没有毕业，但他认为“我这是教
学生如何做人， 教这个是不需要
教师资格证的”。
（据光明网）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对“棍棒
教育” 的崇拜， 认为对孩子过度
“
赏识”， 因此应该对孩子严加教
育，该打就得打，或者送给某些机
“管教”。赏识教育，并非是对
构去
孩子无原则的纵容， 而是需要基
于规则教育， 对孩子的不良行为
习惯及时批评、矫正。 但是，批评
和体罚、变相体罚不能混为一谈。
有些正常的批评， 被舆论质疑为
变相体罚，对教师上纲上线，导致
教师干脆不再管学生， 对学生的
不良行为无原则纵容。 而另外有
些时候， 有的教师则把批评等同
于打骂， 不打骂就不知道该怎么
批评，不知道批评的尺度在哪里。
这对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都提出调整要求。首
先， 不能认为机构提出进行传统
文化教育，就符合教育方向，要看
其教育内容是否符合教育规律。
其次， 学校教育要重视学生的规
则教育，规范学生的行为。 再次，
家庭教育必须回归做人的教育，
而这也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
以前， 传统文化教育中重要的一
块是家教， 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行
为规范教育，比如尊敬长辈、不浪
费粮食、诚实守信等。
“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知
行合一”等，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可
谓丰富。 然而在某些教育机构的
手里，却只剩下了“棍棒教育”，这
无疑是对传统文化的曲解， 更是
对教育事业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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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杉
北京市商务委近日发布 《关
于申报 2018 年度第一批商务发
展项目的通知》。今年资金主要支
持 18 个方向，重点支持促进生活
性服务业品质提升、 推动商业便
民利民发展的项目， 以及符合首
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促消费、 稳增
长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典型示
范类项目。 其中明确提到，“深夜
食堂”最高可获 10 万元补助。
（据《北京青年报》）

北京把
“
深夜食堂”建设纳入
了公共服务的领域，当然不是自己
建设自己经营，而是通过财政补助
发挥引导作用。 据了解，北京将支
持
“
深夜食堂”特色餐饮发展，包括
支持建设
“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
区和特色商圈。每个
“
深夜食堂”特
色餐饮街区最高可获 500 万元补
助，每个
“
深夜食堂”特色商圈最高
可获 300 万元补助，而每个“深夜
食堂” 特色餐厅最高可获 10 万元
补助。 未来可期，夜色可餐。
这几年，在城市街头亮起的，
除了一些“食堂的灯光”，还有一

些
“书房的灯光”。 很多城市借鉴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
“
深夜书房”的
做法，利用公共资源，打造了全天
候开放、无人值守的
“深夜书房”。
比如历史文化名城扬州， 就在城
市最繁华、最漂亮、离老百姓最近
的地方建城市书房， 打通图书馆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市民提
供了“
读好书”的新去处。 一盏盏
为读书人点亮的灯， 打开了一座
城市的诗和远方。
其实，“深夜食堂” 是另一种
形式上的
“
深夜书房”。 “
深夜书
房”主要是对准心灵而来的，有着
“
治愈系”的作用。 而《深夜食堂》
的漫画作者安倍夜郎曾经说过，
深夜食堂就是让大家吃饱喝足，
心满意足， 满面笑容回家的治愈
天堂。如果有
“深夜书房版的深夜
食堂”， 在饭桌边看几页书再回
家，那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还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是，今
年以来，一场
“
抢才大战”正在全国
范围内上演。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
“
抢才大战”力度更大。 现在，包括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内，很多城

市都推出了富有竞争力的抢才政
策，这些政策有务虚的，也有务实
的， 有不少都是以真金白银支撑
的。 城市与人才是相互选择的关
系，有点像谈恋爱，应该是在相互
理解基础上的相互成全。高层次的
人才竞争， 终究是人才发展环境、
创新创业创优生态的竞争，这就提
出了围绕人才创业、创新、就业、创
优、生活和家庭需求，全要素创造
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对于那些刚刚
来到城市的人才来说，不排除也有
“
深夜食堂”的需求，而打造有特色
的
“
深夜食堂”，其实正是抵达他们
的心灵，满足他们全方面的需要。
在原著作者那里，“深夜食
堂”是一个有着仪式感的场所，迷
漫着治愈人际疏离感的力量。 因
此，补助“深夜食堂”是给城市做
加法， 直接提升城市宜居宜业宜
游水平。当然，这是一个需求多元
的时代，城市所应做的，就是不断
发现、不断满足
“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而补助“
深夜食堂”只
是一个开始， 还有更多新需求新
需要等待发现和满足。

“
泔水猪”问题
更需要源头治理
□ 乔杉
夜幕降临， 通州北堤寺村一
处大院内陆续驶出多辆货车，奔
向北京城区的商场闹市。 餐馆里
食客尚未散去， 一桶桶混着油脂
剩饭的泔水被搬上货车。最终运回
大院给数千头生猪食用。记者调查
发现， 这些泔水车每天晚上进城，
连夜赶回大院，有固定的行车路线
和收泔水的餐馆。有的泔水车一晚
上要跑十多家餐馆收取泔水。
（4 月 16 日《新京报》）
“
泔水猪”不但容易引起动物
感染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等 10
多种传染病菌， 而且由于病原体
寄生在猪的体内繁衍， 还可造成
多种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对于“
泔
水猪”的危害，消费者也是心知肚
明，可在很多时候，因为没有知情
权也就没有选择权。
对于养殖户来说，使用泔水，
可以大大降低养殖成本；对于餐饮
企业来说，把泔水交由无资质的个
人收运，不仅省事，而且可以获利。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
“
地沟油”，两者
都是餐厨垃圾处理不规范的直接
结果。 就目前来看，解决
“
泔水猪”
问题要从源头治理，真正解决餐厨
垃圾的规范化处理问题。

微
话题
【今日话题】
“看图配钥匙”风险
最近，记者调查发现，不管防
盗门锁是属于A、B、C哪一个等级，
甚至是车门钥匙， 只要有图片在
手，都能够通过网上配的钥匙成功
打开对应的门锁。 据业内人士说，
“
看图配钥匙” 其开锁成功率已经
可达98%以上。 对此，你怎么看？

【议论纷纷】

骚扰短信玩套路，监管要跟上来

@ 郝雪梅 ：“看图配钥匙”被
打开的不仅是百姓家的大门，还
打开了网络、监管的安全大门。

□ 张瑜
“退订回 T”，看到推销短信
后，有市民回复了一个“T”。 然
而，连续回复多个 T 后，垃圾短
信不仅没有被“退订”，发送的频
率反而更高了。据报道，记者以商
家名义暗访短信代发平台， 得到
的答复是：退订回“T”只是一个
形式，“就算用户回几百遍‘
T’，
也没用”。
（据《新快报》）

2015 年工信部发布并实施
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
要求，
“短信息服务提供者、 短信
息内容提供者未经用户同意或者
请求， 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消
息。对拒绝接收商业性短信息的，
应当停止向其发送。 ”因此，一些
商家及其短信代理平台， 在发送
营销短信时都会注明退订方式。
然而，不少人或许早有体验，
众多营销短信中所谓的退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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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事实上名存实亡、 徒留形
式——
—按 要 求 回 复 指 定 字 母 退
订，常常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接下来依旧会收到其他营销短
信。
营销短信背后是商家及短信
代发平台。 它们光明正大地调戏
用户权益， 首先恐怕是吃准了大
多数人嫌麻烦的心理。一般来说，
只要保持合适的推送频率， 偶尔
的一条营销短信， 即便会让用户
意识到此前的退订失败， 也不至
于引起他们的巨大反弹以及普遍
维权。再则，用户想要投诉举报也
非易事。 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各
类短信，目前最主要、便捷的举报
渠道，是“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
信息举报受理中心”。 但是，无法
退订的营销短信往往能够顺利过
关。 这是因为，“
12321”通常是依
据短信的内容来判定发送方是否
违规。而无法退订的营销短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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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面上看， 的确依照法规提供了
退订方式。 至于其事实上无法退
订的问题，“12321”并未设置专门
的举报通道和审查机制。
现实中， 违规短信绕过监管
还有其他“
套路”。比如借号推销，
手机用户收到了来自 A 号码的一
条销售高仿品的垃圾短信，其中注
明
“
购买请拨打 B 号码”。 在这种
情况下，
“
12321” 同样只会依据内
容来进行判定。 其结果是，A 号码
的持有者遭遇惩处，而实际的受益
者——
—B 号码的持有者并未获罚。
不少商家和短信平台，正是利用这
种方式安然地突破了监管。
无论是无法退订的营销短
信，还是
“
借号推销”的垃圾短信，
都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怪相。相应治
理机制上的
“
痛点”，早已暴露在了
公众的不满与抱怨中。职能部门不
妨多一些监管下沉的思维，对这些
反馈和意见进行充分打捞。

官方微博：新浪微博
“
江海晚报”

@ 噔 噔 赖 ：一张照片就等于
敞开了自家的大门， 再高级的钥
匙也会被轻易复制。 呼吁相关部
门加强监管力度、 规范行业行风、
早日出台相关政策，大家保管好自
己的钥匙，不要在朋友圈随意拍照
炫耀钥匙，不给坏人可乘之机。

【明日话题】
发语音汇报工作被批评
很多人喜欢使用微信语音，
最近， 在重庆市渝北区一家公司
上班的小张却因为使用这一功
能，被部门主管要求发文字，事后
还被批评“
工作态度有问题”，让
他郁闷不已。记者调查发现，许多
人因为不方便听、容易误听、容易
带来压力和麻烦等原因， 反感使
用微信语音。 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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