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每
年高考结束之后， 大学开学
之前， 都会有无数考生和家
长被各种骗局所欺骗， 有些
甚至上了好几个月“大学”了
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上的
是“野鸡大学”。对此，考生和
家长如何在“后高考时代”上
“防骗课”， 确实是高考结束
之后的一堂必修课。

侯坤：。 6月10日，长沙生态动
物园发生惊险一幕。 有三名游客
从动物园后山翻越围栏进入园
区， 结果闯入了虎园放养区域附
近。工作人员对这3人进行制止的
同时， 及时通知动物园动管部及
保卫科派人将这3人带到安全地
带。贪小便宜必吃大亏，逃票者自
以为不用买票占了便宜， 实则因
此失去的东西可能更多。逃票行为
不只是道德水准令人不齿的表现，
更是对规则与文明法制的挑衅。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一级压一级

□天歌

“后高考时代”谨防各种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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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治理野蛮分拣需多措并举

■每日观点

“减碳红包”
值得推广

孙明： 又到了6月， 又到了
毕业的季节， 校园里弥漫着离别
的情绪 ， 同时也催热了毕业经
济。 聚餐、 拍照、 旅游一个也不
能少， 而不低的费用则考验着家
长们的荷包。 大学毕业生以自己
的方式纪念毕业无可厚非， 可如
今动辄上万的毕业花费， 让毕业
消费沦为了学生盲目攀比的 “面
子工程”。 理性消费， 以成熟的
心态庆祝毕业， 更应该成为大学
毕业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逃票翻墙进动物园
是对规则的挑衅

大学生毕业消费
应当量力而行

■世象漫说

不要忘记挥汗如雨的工人

日前，记者在一些国企采访时了解到，有的企
业有时一天能收到来自上级部门的二三十份文
件，件件要求企业“一把手”对某项工作“负总责”
“抓落实”。 该企业负责人说，这二三十个文件有时
看都看不完，何谈负总责和抓落实？ 上级文件太多，下
级如何处理？ 对策之一，文件来了，改头换面直接
下发；或收件者依样画葫芦，继续下发，击鼓传花。
（6月12日新华社） □老笔

车主每少开一天车， 便可获
至少0.5元的奖励。 6月11日至17
日是全国节能宣传周。 11日， 北
京市发改委联合北京环境交易所
等单位开展的 “我自愿每周再少
开一天车” 的活动启动。 燃油车
车主每停开车24小时， 便至少可
获得碳排放收益0.5元 ， 奖励以
微信红包方式兑现， 并有电子优
惠券等奖励。 （6月12日 《新京
报》）

培养市民少开车的意识 ，
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当中激
励机制的调节作用不可或缺 。
“减碳红包” 不失为行之有效的
激励办法， 有利于调动市民参与
“少开一天车 ” 活动的积极性 ，
也将加快市民 “习惯成自然” 这
一过程。

2016年， 北京市机动车保有
量已达到571万多辆。 据专家测
算， 每天少开车1公里， 一年减
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1棵
15年树龄的杨树一年吸收的二氧
化碳量。 现在每年都开展 “无车
日” 活动， 据资料， “无车日”
一天 ， 全国可节省燃油3300万
升 ， 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约3000
吨， 并有数百人免受交通事故伤
害。

“无车日” 的意义绝不仅仅
只在于一天的无车， 显然， 一年
一天的 “无车日” 应该从倡导的
意义， 转化成更多车主的自觉行
动， 而 “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
车” 活动， 正是 “无车日” 活动
的延伸， “减碳红包” 则是平时
的、 常态化的 “无车日” 的一个
活动平台， 也是对 “无车日” 活
动实实在在的推进。

实际上， 于许多的车主， 乘
坐公共交通乃至骑车步行， 尽量
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 应该也并
不是什么难事。 而如果 “公交优
先” 能再给力， 辅之于 “减碳红
包” 的激励，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车主， 加入到 “少开一天车” 的
行列。

倡导形成全民的绿色交通意
识， 并成为日常的自觉行动， 以
“减碳红包” 促使更多的人自觉
约束动不动就开车的行为， 既是
务实之举 ， 也确实是现实的需
要， 值得广为推行。

□钱夙伟

高考后是各种诈骗案件的高
发期， 围绕高考而设置的骗局也
将陆续而来。 为让广大考生和家
长不要误入此类犯罪陷阱。 上海
浦东网警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

遇到下面这些情况一定要当心，
谨防上当。 （6月11日东方网）

高考已经结束， 成绩还未发
布， 这段时间被称为 “后高考时
代”。 这时候考生们有的在放松
休息， 也有的在为即将开始的大
学生活进行各种规划， 还有的则
开始参加勤工俭学， 想给自己积
攒将来读大学的学费、 生活费，
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而每年的
这个时候， 骗子们也没闲着， 各
种针对高考考生和家长的骗局，
开始集中出现， 让人防不胜防。

根据网警部门的提醒， 针对
考生和家长的骗局主要有以下几
类： 一是编造虚假信息进行招生
诈骗， 宣称自己和高校领导有特
殊关系， 可以拿到高校招生的内

部指标， 然后向考生收取所谓的
指标费 。 二是设立山寨的查分
“钓鱼网站”， 利用考生急于知道
自己高考分数的心理， 套取考生
包括手机号、 身份证号、 毕业学
校等等在内关键信息， 为下一步
实施网络诈骗做准备。 三是以高
校 “补录” 为名， 专门诈骗那些
高考没有考好， 同时又有强烈上
大学愿望的考生， 以各种名目向
他们收取费用。

这些骗局因为具有极强的针
对性， 所以也就具备了极强的迷
惑性， 往往让高考考生和家长防
不胜防， 几乎每年都有无数人上
当受骗 ， 既导致钱财方面的损
失， 同时还可能耽误了考生正常
的求学和就业， 社会危害极大。

虽然站在警方的角度， 除了发布
预警信息， 提请考生和家长避免
上当受骗之外， 还要加大对这类
违法诈骗行为的打击力度， 铲除
此类诈骗行为的社会土壤。 但是
根据现实情况， 等当警方接到报
警， 介入调查处理的时候， 往往
都是考生和家长已经上当受骗之
后， 所以更为关键的， 是考生和
家长提高防骗意识， 增强自我保
护能力。

考生和考生家长应该知道 ，
从高考阅卷到公布考试成绩， 再
到考生填报志愿 ， 高校进行录
取， 以及一些名额没有招满的高
校进行 “补录” 工作， 都有着标
准、 规范而严格的流程、 程序，
所以不管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

一旦有人说自己可以 “提前查
分 ”， 拥有 “内部招生 ” 资源 ，
可以帮助落榜考生 “补录 ” 等
等 ， 考生和家长就应该长个心
眼， 提高警惕了。

如果考生和家长对这样的高
考录取流程不甚清楚， 也可以向
考生的老师、 班主任等等进行咨
询请教，而不可偏听偏信，导致最
后上当受骗。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 大学开学之
前， 都会有无数考生和家长被各
种骗局所欺骗， 有些甚至上了好
几个月“大学”了才发现自己上当
受骗，上的是“野鸡大学”。 对此，
考生和家长如何在“后高考时代”
上 “防骗课”， 确实是高考结束
之后的一堂必修课。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
《快递服务体验式调查报告》。 报
告显示， 本次体验式调查综合评
分为75分， 各快递派件 （网点）
的综合评分最低， 仅为56分， 未
达 “及格线”， 其中在暗访的170
个派件网点中， 近半网点存在野
蛮装卸、 暴力分拣、 无序摆放快
件问题。 (6月12日 《北京青年报》)

野蛮分拣折射出行业在电子
商务迅猛发展的带动下粗放发展
现状， 无论是经营设施设备、 从
业人员队伍、 运营管理， 都有不
小的差距， 需要逐步规范。 告别
野蛮分拣， 离不开行业内部的有

序竞争， 通过竞争给快递企业注
入规范运营的内在动力， 靠品质
与效率赢得更多的客源。 如调研
报告显示， 暗访评分高低与快递
企业实力口碑惊人一致。 行业主管
部门应引导快递企业建立行业规范
和服务标准， 建立评价机制 ， 鼓
励电子商务企业依据服务质量和
评价结果， 选择合作快递企业。

快递企业并非不知道野蛮分
拣可能导致快递物品的损毁，之
所以不加以规范， 是赔偿的成本
相对于分拣的投入与规范管理的
成本太低廉。 特别是快件丢失与破
毁投诉难、索赔难一直被视为快递行

业的“霸王条款”，中消协的调研也显
示，快递企业快件破损率高，但消
费者投诉率低、投诉处理率低。要
加快快递立法步伐， 进一步明确
快递企业对于快件损毁、 丢失等
问题的法律责任， 清理和整顿快
递行业潜规则和“霸王条款”。

总之， 治理快递野蛮分拣 ，
更宜标本兼治， 多措并举， 引导
行业规范竞争、 加强行业行政监
管、 强化消费维权支撑， 提高快
递低质运营的综合成本， 倒逼快
递企业运营与管理的自我规范，
自觉告别“让快件飞”的粗暴作业
方式。 □木须虫

1929年， 我国在周口店遗址
发掘出土了第一颗完整的 “北京
人” 头盖骨， 使这里成为世界闻
名的早期人类发祥地。 随后几十
年的发掘中， 共出土了代表40多
个 “北京人” 的化石遗骸、 10多
万件石器、 大量的用火遗迹及上
百种动物化石等， 是世界上同时
期古人类遗址中内涵最丰富、 材
料最齐全和最有价值的一个。 不
过自发掘以来， “北京人” 之家
就一直遭受日晒、 雨淋、 风蚀等
自然力的破坏。 为此， 2015年10
月周口店遗址保护工程正式开工
建设。 按照计划， 周口店遗址猿
人洞在加盖保护棚之后， 将于今
年年底重新开放。 近日， 《法制
晚报》 记者走访现场， 为大家揭

开猿人洞 “保护伞 ” 背后的秘
密。 （6月11日 《法制晚报》）

当人们赞叹当今科学的发展
速度和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巨
大投入时， 请千万不要忘记那些
顶高温战严寒， 上天入地， 在施
工现场挥汗如雨， 一丝不苟劳作
的工人们。 是他们用自己辛勤的
汗水和高超的技艺， 将设计师描
绘出的蓝图变为实物， 推动了人
类社会的进步。

从周口店遗址来讲， 加盖保
护棚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工程。 需
要在几十米的高度上进行钢结构
的焊接。 首先要克服高空作业所
产生的恐惧感和作业难度高的困
难。 蹲在几十米高的有倾斜角度
的钢结构上进行焊接， 一干就是

几个小时， 其工作强度、 难度都
是令常人难以想象的。 其次， 对
焊接工艺的要求也是极高的， 有
着严格的质量标准， 差一点都不
成。 每一名能够站在这里工作的
焊工都是经过了少则六七年，多
则十几年的磨练， 练就了一身的
硬功夫和娴熟的焊接技术；再次，

头顶烈日，在40度的高温下，穿着
厚厚的工作服， 里面汗水早就湿
透了。 而他们全然不顾这些， 忘
我地劳动着， 为保护人类早期发
祥地默默地奉献着。 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唱响了劳动光荣、 劳动伟
大的时代强音。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