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一芳：一盒“免费”鸡蛋、一
场“专家会诊”、一次“体检赠送”、
一声 “爸妈” ……这些暖心的关
爱， 很可能是精心布置的消费陷
阱。 针对很多保健品公司借会议
营销坑骗老年人的情况， 全国多
地掀起整治风暴。但是，仍有不少
人明目张胆顶风作案。 屡屡发生
的保健品“坑老”事件，在提醒我
们，整治“坑老”陷阱亟待完善“护
老”体系，需要家庭、子女、全社会
都行动起来，多管齐下，全方位筑
牢严密而坚固的防骗战线。

整治“坑老”陷阱
要完善“护老”体系

西安市用电视问政， 现场
直播的方式征询市民代表对政
府工作的意见 ， 并且把 “难
堪” 的结果公之于众， 是需要
勇气的。 这勇气来自 “执政为
民 ” 的理念和自觉的公仆意
识， 应该为之点赞， 也值得各
地效仿。

■长话短说

江德斌： 在美团、 滴滴在出
行领域掀起 “价格血战” 约半个
月后 ， 补贴战有了 “熄火 ” 迹
象： 4月13日 ， 美团、 滴滴相继
宣布， 已于4月12日停止对南京
用户的补贴发放； 滴滴方面14日
还宣布， 率先取消上海地区的常
态化补贴。 平台应适时转变发展
思路， 更加重视消费体验， 提升
产品和服务质量， 通过有序竞争
刺激市场活力。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填不完的表格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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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虚假婚姻”亵渎了爱情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一年下来， 我们镇光购买填表的纸张和油墨， 就
花了30多万元。” 湖南一位基层乡镇负责人在接受 《新
华每日电讯》 记者采访时说， 他所在地区是扶贫攻坚的
“主战场”， 上级要求严， 群众期待高， 本来应该把主要
精力用在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上， 但要填的各种表格材
料实在太多 ， 一级一级一直到县里都有自己的一套 ，
“每次不花几个小时， 根本填不完”。 （4月13日 《新华
每日电讯》） □老笔

残疾人的就业需要全社会的重视 垃圾短信玩套路
监管要加大力度

“补贴大战”应被
“有序竞争”替代

仅得21.89分：是民意，也是警钟

工人日报报道， 4月8日， 西
安举行今年第三期电视问政， 该
市教育系统负责人现场接受质询。
400多名市民代表现场吐槽 “上学
难” “上学贵” 等教育顽疾， 数
轮投票后给教育部门打了21.89
分。 换言之， 市民代表对教育部
门的不满意率高达78.11%。 想来
这个结果出乎教育局领导们的意

料， 也颇令他们难堪。 但就现实
而言， 却并不 “离谱儿”。 由此
引申出的问题是： 如果换作其他
地方， 民众对教育部门的评价会
怎样？

先看西安的问题。 报道称 ，
由于教育配套滞后于城市扩张，
近几年西安 “上学难” 及各种教
育问题突出。 民办学前机构的承
载量接近80%， 公办幼儿园则仅
能满足社会需求的20%左右； 家
长们吐槽孩子 “上学难” “上学
贵” “上学累”； 有的教师课内
不讲课外讲， 强迫孩子补课； 在
问政现场， 主持人及观众发问：
“管不住乱收费， 算不算渎职？”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了谁的
脸？” ……西安市教育局负责人
也在现场自曝目前存在的问题：
乱收费、 通过中间人才能入学 、

培训班、 补习班泛滥、 学生课业
负担重、 培训机构和学校招生的
利益链条还未斩断、 教育主管部
门监管不到位……所有这些问
题， 如果隐去 “西安” 二字， 放
在别的一些地方， 恐怕或多或少
都可以 “对号入座”； 如果也搞
现 场 问 政 ， 相 信 也 很 难 得 到
高分满意率。

教育事业自古以来就是无论
朝野、 贫富， 各阶层人人关注的
大事 。 往大了说 ， 关乎一个国
家、 一个民族的发展与未来； 往
小了说 ， 对于一个家庭 、 一个
人， 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前程
与命运。 因此， 国家肯于投入，
个人舍得花钱———只要能够培养
出人才。 同样， 教育出了问题，
也绝非少数人的事， 人人得以评
头品足， 要求尽快纠正。 因为，

孩子们的未来耽误不得！
毋庸讳言， 今天的教育事业

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大家看得很
清楚， 甚至谁都能说出几条来。
西安问政会的评价结果， 代表的
是民意， 也是警钟。 尊重民意，
慑于警示， 相关责任部门就应该
有所行动， 而不能就事论事， 更
不能敷衍了事。 问政当天， 西安
市教育局连夜召开会议， 研究部
署整改措施 ， 并决定 将 严 肃 处
理 被 曝 光 单 位 相 关 责 任 人 ，
就 是 实 际 行 动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 还要从体制机制找根源 ，
做 文 章 。 譬 如 ； 教 育 领 域 的
过度市场化、 随意性； 师资师德
的松弛滑坡； 教育资源的配置、
学校建设不合理， 等等， 都不是
开几次会， 处理几个人就能够改
变的。 当然， 在这些问题上， 教

育行政机关作为职能部门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但有些问题并非
西安独有， 更非教育部门一家可
以解决的 ， 需要全社会多方关
注， 共同努力， 协调解决。 希望
其他地方政府、 教育部门从西安
问政看到自己的问题， 及早着手
解决， 不要等到某一天问政到自
己头上， 落得难堪事小， 误人子
弟事大。

最后需要说的是， 西安市用
电视问政， 现场直播的方式征询
市民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意见， 并
且把 “难堪” 的结果公之于众，
是需要勇气的。 这勇气来自 “执
政为民” 的理念和自觉的公仆意
识， 应该为之点赞， 也值得各地
效仿。 因为， 它有助于引起责任
部门的警醒， 有助于问题的尽快
解决。

近年来， 为了逃避买房政策
限制、 过户车牌、 移民或本人和
子女落户， 一些人以利益交换为
目的进行结婚或离婚 ， 衍生出
“虚假婚姻” 灰色市场。 这种做
法看似讨巧实则有风险， 不仅冲
击了社会公序良俗， 还挑战了法
律权威。 为移民 “假结婚”， 未
谈恋爱就变 “离异 ” ； 为房子
“假离婚”， 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4月14日 《工人日报》）

每一个虚假交易婚姻的背后
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 比
如， 为了落户、 买车、 购房、 拆
迁、 移民等， 其核心的目的就是

为了一己之利。 虚假交易婚姻，
皆因律和制度存在漏洞。 “假婚
姻” 现象增多， 甚至已经形成一
条 “利润丰厚” 的产业链， 这种
做法看似讨巧实则有风险， 不仅
冲击了社会公序良俗， 还挑战了
法律权威， 而最终伤害的未尝不
是当事人自己。

虚假交易婚姻更亵渎了爱
情。无论何种目的的“假结婚”，对
人生对爱情都是极大不负责任。
虚假交易婚姻， 更或成为人生一
大“污点”。假如随便同一个人“结
婚”，以后的日子里，谁还愿意与
其相伴呢？毕竟，手段再缜密，也

会遇到较真的事儿与较真的人，
或许就会因此错过真爱情。如此，
未尝不是对自己对人生的伤害。

实际上 ， 对待婚姻不能儿
戏 ， 更不能为了眼前的一时之
利 ， 而做出逾越法律边界的事
情。 3月28日， 国家发改委等31
个部门签署 《关于对婚姻登记严
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
作备忘录》， 明确加大对婚姻登
记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
度， 列出了个人招聘录用、 从业
资格、 职务晋升等14条联合惩戒
措施。 由此言之， 虚假交易婚姻
只能是 “自伤”， 无他。 □李雪

“退订回T”，看到推销短信
后，成都市民阿琳（化名）回复
了一个 “T”，希望不再收到这
样的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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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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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15日《成都商报》）

面对记者的暗访， 一些短
信 代 发 平 台 宣 称 退 订 回 复
“T” 只是一个形式 ， 就算用
户回复几百遍 “T”， 也没用。
这话看似坦诚， 其实只是说出
了垃圾短信背后真相的一半，
还有一半则是， 用户按照提醒
回复 “T”以后 ，垃圾短信不但
不会变少，反而会变得更多。这
是因为在垃圾短信代发平台看
来，凡是回复“T”的用户，恰恰
说明他们平时比较关注手机短
信，算是短信活跃用户， 对于
这样的用户， 自然要重点关注
才是。 于是 ， 一些垃圾短信
代发平台会通过修改后台参数
的方式， 用户回复 “T” 进行
退订， 后台实际执行的可能是
“同意” “注册” 等操作。

明白了这一点， 很多手机
用户可能感觉会很 “扎心 ”，
自己为了不受到垃圾短信的骚
扰， 按照对方的提醒老老实实
回复 “T” 进行退订， 现在反
而被对方套路， 成了对方判断
自己是不是活跃用户， 要不要
加大垃圾短信推送力度的标
准。 很显然， 垃圾短信代发平
台如此对待手机用户， 是对手
机用户合法权益的一种侵害。

有业内专家建议， 对于这
样的垃圾短信 ， 最好的办 法
是 不 回 复 ， 或 者 是 把 对 方
号 码拉入黑名单 。 笔者想说
的是， 遏制垃圾短信， 手机用
户当然应该有所作为， 但是仅
靠手机用户的 “自救 ” ， 显
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治标不治本。 而要想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最终还得从技术、
从监管、 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入
手才行。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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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 广州 “无声 ” 面
包店的收银员通过手势比划与顾
客交流。 这家 “无声” 面包店的
收银员、 咖啡师、 西点师等17名
员工均为聋哑人士， 他们通过手
势、 卡片、 写字等方式与顾客沟
通， 在面包店内创造属于自己的
价值。 （4月15日中新社）

对于推动更多的残疾人就
业， “无声面包店” 是一种值得
肯定的模式， 但显然， 只靠残疾
人的互相帮助和带动， 毕竟有很
大的局限性。 残疾人的就业需要
全社会的重视， 而尽量安排残疾
人工作岗位 ， 本来也是社会义
务。 然而现在很多用人单位对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问题， 认
识依然不足， 宁愿缴纳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 也不愿安排残疾人；
部分单位既不安排残疾人也不缴
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实际上，
这并无任何理由， 说到底， 是出
于对残疾人观念上的歧视。

其实， 残疾人， 往往有着更
强的意志和奋斗精神， 因此残疾
人中不乏优秀人才 。 他们自强
自立的精神 ， 有着更强烈的榜
样和启迪的力量， 单位里有这样
的残疾人， 本来是不可多得的宝
贵财富 。 显然 ， 对残疾人的歧
视， 从根本上说是缘于自身精神
的残缺。

国家以法律形式强调 “残疾
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律
保护。” “禁止歧视、 侮辱、 侵
害残疾人。” 然而当歧视残疾人、
对其人格不尊重， 还是一种有形
无形存在的社会现象， 解决残疾
人就业难， 固然要靠 “无声面包

店” 的自强自立， 但更要从政策
上倾斜 ， 并采取刚性的制约措
施， 唯有如此， 才能消除对残疾
人的歧视， 让残疾人有一个体面
和尊严的就业环境， 进而形成全
社会尊重关爱残疾人氛围的良性
循环。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