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相评弹

加强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在如今显得
更加重要。

———近日， 美国费城市政府就兵马
俑在费城展出时被人损坏一事向中方书
面道歉， 接收道歉信的中国驻纽约总领
馆总领事章启月回应称， 感受到了费城
市政府向中国人民表达的诚意。

全世界都说我没有妈，我有！
———康英带着哭腔说出了这句话 。

经血样 DNA 比对，王明清夫妇是康英生
物学父母的可能性大于 99.99%， 康英就
是王明清寻找了多年的女儿王启凤。 24
年来 ，逢人便发 “寻人 ”小卡片的网约车
司机王明清，终于等来期待已久的重逢，
在数百万网友的见证下， 寻亲故事也有
了完美的结局。

用自己喜爱的马拉松运动为女儿和
自己做一次有意义的事， 不想让女儿在
天堂看到颓废不振的“熊爸”样子。

———近日，在无锡马拉松赛道上 ，一
位父亲格外引人注目，他手持女儿护照，
遇到摄影师便敬礼留影。原来，3 月初，这
位父亲的女儿在无锡遭遇车祸， 不幸离
世。 为完成女儿跑首个马拉松的心愿，半
个多月后，父亲整理好自己情绪，带着女
儿的护照奔向马拉松的终点。

人工智能须理智
□佘颖

人工智能有多诱人？
看看教育界的反应便知。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7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机
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等人工智能方
向的专业屡次上榜。 在新
增备案本科专业名单中，
有 19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申请开设“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全国申请

新设该专业的高校
约有 250 所。

对人才的迫切
需求和人工智能领

域本身的发展特性， 倒逼
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的
设置亟须提速。同时，高校
绝不能满足于申请一个专
业名称、 招几位老师就开
张。相反，专业建设需要长
期积累，科学设计，高校必
须立足基础专业， 重视人
工智能与数学、 计算机科
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

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
业教育的交叉融合， 形成
“人工智能+X”复合人才培
养模式。 同时，一定要加强
产学研合作，与科研院所、
企业等机构合作开展人工
智能学科建设。 只有理智
地对待人工智能学科，才
能为中国智造培养出合格
的建设者。

别因无奈而无理
□王琦

“吃顿饭，一定要我点
满三个菜， 不然就让我出
去！”顾客王先生想起在上
海老半斋遇到的不顺心
事，心里还是觉得堵。

饭店开门迎客 ，“人
气”是生存之本，只听过花
钱请人当“饭托”的，还没
听说过饭馆往外赶人的。
难道老半斋真是打着百年
老店的招牌“欺客”吗？ 对
此， 老半斋的朱经理也有
委屈： 不讲理的客人太多
太多，“其实他们不是来吃
炒菜的，是要占这个位子，
点一个炒菜是忽悠我们。”

原来， 老半斋分面点
区和炒菜区。 面点区经常
人满为患， 炒菜区则虚位
以待， 于是不少吃面的人
跑到炒菜区， 不仅让真正

想吃炒菜的人没座位，还
会出现吃完面就退菜的现
象。这么看来，貌似店家也
挺委屈。但即便如此，从法
律角度而言，“必点三个
菜”的“入座门槛”已经是
在变相设置“最低消费”，
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
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
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
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
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
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
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
易。《餐饮业经营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中也明确规
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

最低消费。 同时第八条规
定餐饮经营者应引导消
费者餐前适量点餐，餐后
主动帮助打包，对节约用
餐的消费者给予表扬和
奖励。

老半斋的“入座门槛”
不仅打了“最低消费”的擦
边球，更是与“提倡勤俭节
约，反对奢侈浪费”的社会
价值导向相悖。 近年来全
社会都在开展“光盘行
动”，鼓励大家就餐时能吃
多少就点多少。 而老半斋
的规定对独自来吃饭的顾
客而言， 很容易出现剩饭
剩菜，进而造成浪费，这显
然不符合当下倡导
的社会价值观。

对商家来说，顾
客才是上帝。 一味埋

怨顾客“不讲理”，决不是
经营之道。 老半斋应积极
自省，从自身寻找解决问
题的方法：可以增加外送
服务 ，实现分流 ；可以提
升上菜速度，别出现面吃
完了菜还没上的尴尬；在
顾客点餐下单之前，根据
当前的食客数量、预估出
顾客所点饭菜用时等，告
知顾客大概的等候时间，
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

总之，出现问题决不能
将责任推给顾客了事，商家
应积极主动提升服务，如此
才能少些“不讲理”的顾客，
多些生意兴隆的财运。

错别字伤大雅
□冯梦龙

近日， 去某地参加一
个节会，背景墙很漂亮，墙
上的字也很醒目， 可总觉
得有点刺眼，仔细一瞧，原
来有错别字： 推介洽谈会
弄成了推“界”洽谈会，顿
时觉得大煞风景。

现在电脑很普及，加
上习惯用拼音输入法，如
不仔细，很容易犯音同字
不同的错误 ，“推介 ”变
“推界”，显然就属于此类
问题。“推介”与“推界”虽
一字之差， 却谬以千里，
显示出主办方的不专业
和经办人的不负责。 错别
字虽然是小错误，但由此
带来的损失及影响却不
可估量。 试想一下，在微
信、 微博与直播普及、人
人都是自媒体的情况下，
错别字的问题无形之中
会被广泛传播，错误会被
无限放大，会给主办方带
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主办

方本来准备借此展示形
象，结果事与愿违。 错别
字看似小问题，有时却是
致命伤。

错别字， 顾名思义就
是错字和别字，别字在古
代也称白字，故有“白字
先生”一说。 错别字产生
原因有多方面，责任心不
强、不细心、学识不够，还
有就是传统习惯，很多字
本身就有歧义、 多种用
法，还有一些约定俗成与
思维习惯的差异等。 现实
生活中， 因错别字闹
的笑话可不少： 某著
名作家把“寒暄”写成
“寒喧”、“篮球场”写

成“蓝球场”，就被嘲笑多
年，至于把“建议”写成“建
意”，“规划”写成“规化”
更是层出不穷。

错别字的问题， 其实
完全可以避免。 写字时细
心点， 吃不准的查字典，
阅读时还要用心留意，多
注意一些似是而非的用
语 ， 看看规范的具体用
法，也就能够减少犯错误
的概率。

（作者单位：河南油田
地税局） 本报综合报道

晨读箴言

医疗行为莫自助
在网络购物平台上，一些店铺出售医

疗器械并教人在家补牙，但并未挂出经营
许可与相关产品注册证。 有消费者反馈，
产品缺少包装与说明书，操作之后出现了
牙痛、发炎等症状。 专家提示，不安全的
产品与不规范的操作手法，可能对人体造
成伤害，消费者应该提高警惕。

把补牙当作“DIY”产品，从专业化走
向大众化，无视医疗风险，公民健康素养
将随之被拉低。 此外，网店随意推出医疗
服务，违反了医疗方面的相关法律，对民
众的法治素养也存在较大的反向拉力。

（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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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以学精，静以深思，静以致远，静
以业成。

（据华夏箴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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