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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非一次性”生活
□东原

“发现记者立即上报”，不如
“发现自身问题立即改正”
。对各
地方而言，
也只有将“解决提出问
题者”的思路拽回到“解决问题”
上来，
方为正道。
——余寒。5 月 12 日有微博
网友爆料称，佛山市顺德区陈村
镇南涌社区下辖各住宿场所，被
当地派出所要求“盯梢”
记者。就
在两天前，有媒体刊发报道了《广
东一镇政府异地投诉代理村民维
权的律师事务所，村民申请公开
花销》，提到陈村镇赤花村村民因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纠纷，聘请天
津律师维权，而当地政府派人到
天津律协投诉律师所在律所违
法，最后律所被判定未违规。
只有具体的人，
具体的道歉，
具体的忏悔以及具体的惩罚、原
谅与宽恕，
才更有力量。
——张丰。近日，日本
“国民
作家”村上春树在《文艺春秋》杂
志上发表文章《弃猫，提起父亲时
我要讲述的往事》，第一次对外公
布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并
曾经杀害中国俘虏的残忍往事。

快人
快语

没有底线的“包袱”
并不好笑
□李西铨

5 月 13 日晚，
《北京青年报》
发表了《张云雷事件发酵 郭德
纲早年调侃英烈视频被翻出》一
文 ，在 沸 沸 扬 扬 的 张 云 雷 事 件
后，师傅郭德纲的不当表演也被
挖出来了。细看下来，这些视频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当这些
惹争议的“包袱”被演员抖出来
时，现场观众均哄笑不断，似乎
无人注意这些表演“有问题”。
慰安、地震、革命烈士，这些
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必须
得到严肃对待的“痛点”被当成
“抖包袱”的素材，此种行为对国
人的公共情感必然会造成严重
伤害。如果观众们听之乐之，配
合演员追求无底线的娱乐万岁，
那么做人基本的共情能力与道
德修养岂不是要被抛之于九霄
云外，
泯然于笑声之中了？
作为一门民间曲艺艺术，相
声的需求和市场有所扩大是一
件好事，大众化、通俗化的革新
也是一件好事，但这种革新绝不
该表现为自降底线，重回低俗。
对话艺术，讲求的是相声演员与
观众通过语言进行精神交流，观
众之所以会开怀大笑，是因为相
声诙谐叙事、调侃人生、讽刺现
实的幽默态度能够引起观众的
情感共鸣。如今演员利用观众
情绪，用低级趣味的“污言秽语”
去和观众沟通的做法，与艺术二
字实在不沾边。
其实相声的市场化没有什
么问题，迎合大众，造一些接地
气的梗还能更好地保护这门艺
术。但完全屈从于市场与利益，
转而放弃曲艺艺术内核，制造无
底线低级笑料的做法就是在背
离初衷了。
作为观众，保持理智，批判
地对待任何一项艺术是现代人
应有的审美素养。要知道，曲艺
艺术的内核不是简单的“好笑”
两个字就可以涵盖的，更何况，
那些没有底线的“包袱”一点都
不好笑。
社址：
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

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拎包
出门”
，
而包里连洗漱用具都不
带，因为宾馆早已经提供得好
好的。可是，未来可能会遇到
尴尬。从今年 7 月 1 日起，上
海市旅游住宿业将不主动提供
牙刷、梳子、剃须刀等一次性日
用品。同时，
根据上海市文旅局
发布的实施意见，
违者将依法处
罚，
市民游客也可以举报。
（据《人民日报》
）
调查数据显示，2017 年，
中国有酒店 44 万家，接待旅客
48 亿人次，其中，70%以上的香
皂在仅使用过一次之后就会被
丢弃。按重量计算，每家酒店
每天约有 5 斤一次性香皂被丢
弃，全国一年丢弃的香皂就超
过 40 万吨，按照每吨香皂两万
元钱来算，就是 80 亿的花销。
这是直接成本，还有垃圾处理
成本。仅仅香皂就如此，所有
一次性日用品又会怎样？

控制一次性用品，或许会给
形成的习惯，担心一下子“断供”
出行带来不便，
降低用户体验，
但
会带来旅行的不便，这才提出了
要看到，
这么做不仅可以减少资源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这
浪费，
还可以保护环境，
缓解二次
个规定的作用，不会一下子就带
污染的问题。现在绿色生活最时
来 180 度的转变，
但只要这个规定
尚，
也正是因为如此，
携程旅行网
存在，就会慢慢侵入人们的内心，
最新调查显示，
超过八成消费者支
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正如很多
持酒店不提供一次性用品。
西方国家酒店宾馆不提供一次性
因为有着“主动”这两个字， 日用品，
当地消费者还不是一样习
一次性日用品的问题，不可能一
惯，就连中国游客也慢慢接受，当
步到位，但是否就意味着没有意
成一个旅行常识了。可以预计，
这
义？拿“限塑令”来说，很多人只
么做的地方会越来越多。随着共
看到了那些花钱买的塑料袋，而
识的日益增进，终有一天，就没有
没有看到就是因为增加了这一环
“主动”两个字，而是直接规定“不
节，
原来是伸手就要一个塑料袋， 提供一次性日用品”
了。
而现在悄悄缩了一下手，很多人
随着对垃圾问题的日益重
的习惯悄悄发生了改变。如果没
视，
随着绿色生活新时尚的深入人
有这个规定，塑料袋的使用肯定
心，
很多曾经习以为常的现象都会
会远远超过目前的规模。这里， 发生改变。正如一次性用品问题，
不是说“限塑令”没有任何问题， 存在的空间必然会越来越逼仄，
对
不需要改善和提升，而是说不能
我们来说，
也要慢慢习惯没有一次
因其存在不完美的地方，就彻底
性用品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
否定其价值。
上海规定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
因为考虑到了人们长期以来
品”
，
也是对公众的一次提醒。

“低级错误”还是
“高级操作”不能自说自话
□杨三喜

考研成绩公示完成，10 名
进入
“待录取状态”
、坐等
“被录
取”
消息的考生，等到的却是学
校方面的“不好意思”和“成绩
错了”
……近日，湖北经济学院
硕士研究生复试成绩两次公示
出现大面积修改，分数值变化
在 0.5 分至 43 分不等。这一变
化，引发部分考生及家长的强
烈不满。媒体报道这一现象之
后，湖北经济学院相关负责人
回应称，这是工作人员犯下的
低级错误，但更改之后的成绩
是真实的。 （据光明网）

了 6 名未出现在复试名单中的人，
其中 4 人未达复试分数线。被媒
体曝光后，
学校取消了 6 人的录取
资格。
到底是“低级错误”还是“高
级操作”，需要有全面、详实的调
查。当下，最重要的是由上级教
育行政部门、
纪委进行全面、
详实
的调查，给考生和社会公众一个
明明白白的交代，而不是任由涉
事高校自说自话。不管是从该校
有过前科的角度来说，还是这次
“改分”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
之大，该校都难以作为一个适格
的调查主体，
其调查结论，
不能让
这么令人匪夷所思的情
公众心服口服。
况，岂能是一句“低级错误”就
今年年初，华南理工大学被
能说得过去的。
网友反映存在违规更改 2018 年
此外，公众之所以质疑这
研究生复试分数问题。事后，广
一回应，还因为湖北经济学院
东省纪委监委会会同中央纪委国
在 研 究 生 考 试 方 面 有 前 科 。 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成
2016 年，该校考研拟录取名单
联合调查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
公示后不久，名单中突然增加
查。经查，该院 4 位院领导确存

在更改考生复试分数，
影响录取结
果的行为。对此，
华南理工大学采
取了多项处分，
并对录取受影响考
生依规定程序进行纠正。这样的
调查，才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形
成有效的震慑，让不管是“低级错
误”
还是
“高级操作”
都远离考场。
近年来，研究生报名人数和
录取人数都在增加，2019 年全国
硕士生研究生报名人数强势增
长，达到 290 万人，创下了改革开
放 40 年来的最高纪录。虽然录
取人数也在增加，但是研究生考
试仍然高达 75%的淘汰率。相比
全国统一高考，高校在研究生考
试和录取过程中有更大的自主
权，也因此存在不少漏洞，侵蚀研
究生考的公平公正，损害考生的
切身利益。对此，必须加强监督
与制约，维护好研究生考试的严
肃性，切实维护好考生的权益，不
能让考生频频为高校的管理失误
甚至是背后的暗箱操作买单。

儿童保护话题别总说说就完
□莫洁

据媒体报道，
日前，
浙江杭
州童模被母亲踢踹一事有了新
的进展。作为对社会关注和公
众呼吁的回应，
浙江出台了《关
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规定，童模活动
中，不得利用不满 10 周岁的未
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不得
连续活动超过 4 小时等。
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个童
模保护机制，
《意见》对童模活
动的范围、从业人员及童模监
护人的法律责任、职能部门的
监管职责都进行了规范。拉紧
的儿童权益保护线，希望能为
这场舆论风暴中的孩子们送去
健康和安全。
但也要看到，此次意见出
台，系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
院会同杭州市滨江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共青团杭州市滨江区
委员会所为，上述《意见》的规
范作用和影响也仅限于此辖
区，对其他地区鞭长莫及。而
且，
众所周知，
童模其实是作为
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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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非全链条的规范和治理结
果，
难言乐观。
童模群体的“壮大”背后，是
童装行业的蓬勃发展和激烈的竞
争。在童模“带货”
效应显著的情
况下，
弃用童模几无可能，
照顾孩
子的感受和权益则意味着成本的
增加。童模风波后，
线上狂骂，
线
下一笑而过的“奇特景观”，早已
将行业内部缺乏自我改善动力的
事实暴露无遗。
“ 自律”不过寄望
过高，
“ 他律”的重要性也因此更
加凸显。
童模的保护机制，不应该只
存在于一地一区，唯有多地作为
不同的节点都不断延长保护的触
角，点线相连的网络才能真正兜
住儿童的权益。在一些综艺节目
中，将儿童“小大人”的话语当卖
点，为了节目效果让孩子大跳性
感舞蹈，
一味迎合成人的口味，
流
量数字是好看了，但又有多少人
关 心 这 些 孩 子 的 得 失 。 4 月 30
日，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正
式实施，
对宣扬童星效应、
炒作明
星子女、利用不满 10 周岁的未成
年人做广告代言等亮出“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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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净化内容市场、涵养儿童保
护意识将大有裨益。
早在 20 世纪，媒体文化研究
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
书中就发出警世之言，
电视时代将
让童年过早消逝，
现代传媒肆无忌
惮地揭示一切秘密，
让童年的纯真
状态丧失了，
模糊了童年和成人之
间的界限。现实是，
撇开技术和时
代发展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不少
人甚至刻意踏平儿童和成人之间
的边界，将纯真和无邪当作商品，
让本该无忧自由成长的儿童，
过早
背负成人世界的名利，
过早深谙成
人世界的游戏规则。
这些被扭曲为“伪成人”的儿
童，在长大后会不会像史铁生所
说的，因“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
拙”
而心生
“莫大的缺憾”
？但奥地
利作家茨威格在《断头王后》一书
中对玛丽皇后的评价值得我们多
咂摸几次——
“她那时候还太年
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我们不
能一边吐槽儿童的
“早熟”
和
“成人
化”，一边对因偶然因素才进入大
众视野的儿童保护话题说说就完。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江海晚报”

发行热线：
85118867

图/勾犇

校园与商业应有隔离带
□木须虫

日前有网友爆料，广西柳州市
高级中学为家长推销一款某品牌定
制机型。该手机自带“管理平台”，
可实现对学生的四大管控，包括时
间管理、网址管理、学校资源共享及
记录违规行为。对此，校方表示，此
举源于家长诉求，家长要求对学生
使用手机加强管控。学校未与厂家
达成协议，
不参与任何收费，也不强
制购买。
5 月 13 日，当地教育局通报称
已经启动调查。手机品牌方也随即
回应，对此毫不知情，
管控平台是第
三方软件公司应校方要求开发。
（据《新京报》
）
商业进校园，
社会诟病已久，
一
直都被视为教育领域的不正之风，
但屡禁不止。针对商业进校园，还
需要
“双向治理”，
同查同惩，
设置不
良商业竞争入侵校园的隔离带。
一方面，进一步厘清校园与商
业广告、
商业活动的关联责任，
从纪
律上划出明确的禁区，坚持“零容
忍”
；另一方面，
针对商业进校园，
从
法律上廓清模糊地带，对营销的方
式与行为予以准确定性，划出清晰
的红线，遏制针对校园非法定向营
销的冲动。

微
话题

【本期话题】
只建一个微信群
近日，
广东珠海香洲区印发相关
通知，
要求原则上一个单位只建一个
工作群；
原则上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
作信息；
专项工作微信群在结束工作
后应及时解散。网友纷纷点赞，
“优
秀”
“请去全国推广”
“艾特老板一万
次”……有网友则表示：
还有钉钉和
QQ，
电话也会变多……你怎么看？

【议论纷纷】
@小辣椒：支持，跟工作有关的
微信群多达几十个，感觉自己的生
活都被工作绑架了。
@柯桥网友：
一旦出现只允许有
一个群的存在，无论是工作还是效
率都会大打折扣，而且临时通知在
下班后很常见。该措施太过于理想
化，
和现实工作情况严重脱节，
是属
于不顾实际情况的
“一刀切”
。

【下期话题】
劳动意识缺乏
小学生不会剥煮熟的鸡蛋、不
会拿扫帚扫地，大学生让家长定期
到校洗衣服、请家政公司来宿舍搞
卫生……在部分学生和家长眼里，
劳动无足轻重。记者走访多所大中
小学了解到，不少学校没有开设劳
动课程，一些学校虽然开设了劳动
课程，但常常纸上谈兵、形同虚设。
对此，你怎么看？

广告热线：
8511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