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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老师成招聘会香饽饽，值得欣喜
的风向标。

———在近日举行的杭州市大学生
教育专场招聘会上， 体育教育专业毕
业生成了香饽饽。《钱江晚报》发表上
述观点。

脚踩鱼虾，踏过了食品安全红线。
———最近， 有网友拍到福建某超市

工作人员， 直接穿鞋踩在冷冻鱼虾上整
理商品。《北京晚报》作如上评论。

我读书不多， 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但我知道做人要感恩。

———家住武汉市青山区，今年 71 岁
的黎家望， 为感激社区对其妹妹生前的
长年关照，他捐出 10万元回馈社会。 ①2

晨读箴言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感人心者莫
始乎言 ,感人心者莫切乎声 ,感人心
者莫深乎义。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弹窗广告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消息，即日起

对手机浏览器实行专项集中整治， 并点
名 8 款手机浏览器，要求不得推弹窗“自
媒体” 发布的各类信息。 有媒体调查发
现， 现实中存在一条依托手机浏览器从
事恶意弹窗广告的产业链。

弹窗广告不仅影响人们的心情和工
作效率，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让人不胜
其“扰”。 特别是一些低俗色情弹窗广告
还威胁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应通过立法与多种技术手段、 配套
措施多管齐下，大力治理弹窗广告乱象。
首先，规范和治理弹窗广告，应成为网络
平台一项法定义务， 以此遏制平台的利
益冲动， 切断蛰伏在弹窗广告之上的利
益链。 同时， 应制定信息产业经营和服
务“行业标准”，尤其是要明确技术标准，
确保用户不被弹窗广告骚扰。再者，用户
要增强维权意识，发现违规弹窗广告，应
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不能一删了事。监
管部门则应明确监管责任， 加大执法力
度。 ①2

（汪昌莲）

年龄歧视
□于杭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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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推销商”
□张冬梅

日前， 因推行平板教
学过程中存在违规分班、
变相强制购买平板电脑和
捆绑销售的教辅软件、校
企合作不规范不透明等问
题， 浙江嘉兴部分初中被
国务院通报，引发关注。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将最新的互联网
技术、 智能设备运用在学
校教育当中， 已成为近些
年来的趋势。 而用高科技
武装课堂， 必然需要不菲

的资金投入。 那么，钱从哪
里来、怎么花？ 技术设备怎
么采购、质量如何？ 学校与
企业之间有没有猫腻？ 这
些都必须说清楚、 讲明白。
更何况，智能设备、网络技
术服务等成本远远高于传
统的教学投入，也就为权力
寻租创造了空间。

在过去， 一些学校强
制学生订教辅材料、 学具
等，校企合作、共赢互利，学
校拿到好处费，企业不需要

抢市场。 有鉴于此，教
育部早就明令禁止向
学生强制推销或变相
推销教辅材料和其他

商品。 而一些学校打着“教
育信息化”“智慧课堂”的名
义，变相推销平板电脑，校
企合作不规范不透明，违
规按“平板教学”分班，不仅
严重违背了“平等接受教
育”的原则，违反了相关收
费管理的规定， 加重了家
长的经济负担， 也侵犯了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
平交易权。

教育信息化本是改进
教育方式、提升教学效果，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
抓手。 但若学生不了解，家
长不自愿， 无疑会给学校
改善教学质量的初心蒙上

一层阴影。
类似事件的发生给学

校提了个醒： 把学生的购
买行为和学校的办学行为
挂钩， 这类行为是必须叫
停的；在推行教学改革、引
进新技术之前， 必须明确
规则和标准，将招标、采购
过程公开， 让资金使用透
明，这样才不会“好心办坏
事”，也避免不守规矩者钻
空子。更要明白，学校不该
沦为“推销商”，学生也不
是敛财的工具， 任何以教
育之名行敛财、 牟私利之
实的行为，都应严查到底、
严惩不贷。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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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条“奇葩”新
闻， 在哭笑不得中成了朋
友圈吐槽的热点。

在武汉，有 40 多年历
史的吉庆街胜利街菜市场
升级改造后贴出了《入驻
须知》，赫然写着“女售货
员年龄不能超过 45 岁，男
性不得超过 50 岁。 ”一时
舆论大哗， 附近不少摊贩
纷纷吐槽“那我们以后就
不能卖菜了……”

前有城管队员在菜摊
前丈量尺寸，后有 45 岁以
上不许卖菜，我都担心以后

不穿皮鞋、不打领带是不是
也不能去菜市场了？

更令人感到奇葩的是，
在舆论纷纷指责如此“年龄
歧视”的时候，该市场的工作
人员居然强硬的回应“违反
哪条国法了？ ”颠倒的逻辑,
倒置的思维, 目中无人的强
词夺理，令人匪夷所思。

且不说年龄歧视是不
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
滥，单就“违反哪条国法”
的无理之辩， 就足以看到
这些规则的制定者背后的
人治思想和法盲思维，完
全没有“法无授权不可为”
的自觉和对市民“法无禁
止皆可为”的尊重。

或许在他们的认知里，
还是“权力决定权利”，甚至
有些“我制定，你服从”，“此
山系我开， 要想从此过，留

下买路财”的土匪作风。
而事实上，不管是《宪

法》还是《劳动法》，都对诸
如性别、年龄、文化等等歧
视做出了详细的禁止规
定。 如果打起官司来，这个
市场的败诉是显而易见的。

一座新一线城市的菜
市场，而且是“升级改造”后
的招商，很难说他们代表的
不是一个相当层级的水平。
但饶是如此，其法治意识和
法律素养不得不令人瞠目！

小小一个菜市场的“公
告”， 其实已经显露了我们
离法治社会的距离，绝非一
个“任重道远”可以概括。

值得欣慰的是， 不久
前公安部宣布取消申
请小汽车、 电动车等
车型驾驶证 70 周岁
年龄的限制性规定，

舆论一片叫好。 这表明摒
弃年龄歧视不仅是社会文
明的趋势，也是法治思维在
社会治理中的一种文明体
现，实在是对菜市场无知规
定的一个“打脸”。

文明离不开法治，法治
体现着文明。让全社会的每
一位成员不受包括年龄在
内的各种歧视，是公平正义
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我们乐见其成， 乐享
其果， 乐见各种无理的歧
视在法治文明中遁形，才
是舆论所期待的。 ①2

（作者单位：南阳市房
地产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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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上网别上瘾
□宋鹏伟

几年前， 看到子女整
天抱着手机， 一些上了年
纪的父母会很不解， 有的
甚至会加以斥责。 如今，越
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用上了
智能手机， 并沉迷于短视
频不能自拔。 信息时代，如
何帮助中老年人正确“触
网”，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思
考的重要课题。

对于“网瘾老年”这一
现象， 感受最深的可能是
做子女的———父母不再批
评自己玩手机， 是因为他
们自己正乐在其中。 信息

海量并伴随着平台算法的
不断精进，一个个投其所好
的小视频无缝衔接老年人
的日常。 相比于活色生香
的短视频，养花、书法、广场
舞这些爱好逐步在“网瘾老
年”的生活中败下阵来。

任何沉迷都是有害
的。 对于老年人来说，没有
什么比“足不出户盯着屏
幕”更伤身了。表面上看，他
们的生活因为网络而充实
起来，然而细究起来，他们
更容易被网络的副作用所
伤害。 相比于年轻人，老年

人对虚假信息缺乏辨别
力，社交的缺乏、情感的落
寞，加上对健康的焦虑，使
得他们更容易被信息发布
者“击中”。 如果说搞笑开
心类内容是正常所需，那
么大量精准营销段子、伪
健康科普信息， 则直接影
响他们的财产安全与身心
健康。

“脱网” 并不现实，当
务之急是合理引导并
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
差异化选择。 子女多
陪伴、 加快建设老年

大学、不断丰富社区文体活
动等，尽可能创造条件吸引
老人们放下手机、 走出家
门、走出自我封闭。此外，网
络平台也要加大对虚假信
息治理的力度，为算法加入
反成瘾的因子。进入老龄化
社会之后，这已是全社会都
要面对的问题，避免老年人
网络成瘾的意义，并不比保
护未成年人小。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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