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每到长假来临， 打车难问题都会成为公众热议的
焦点。 机场、 火车站等候打车的队伍排成长龙， 热门
景区、 商圈打不到车等， 给市民出行带来困扰。 特别
是近一段时间以来， 网约车平台进入整改期， 打车难
问题在一些城市更加突出。 （10月10日新华社）

□老笔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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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敬老孝老应成为社会时尚

■世象漫说

家庭教育：沟通参与比成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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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黑榜成为
旅游发展助推器

家庭被称为 “人生的第一
所学校”，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
长至关重要。 作为孩子的第一
任 “老师”，家长应该学会与孩
子沟通， 及时了解孩子不同年
龄段的表现， 读懂孩子言行背
后的内心需求；与此同时，密切
与学校、老师的联系，共同为孩
子的健康成长努力。

□张刃

■每日观点

老人防诈骗
亲属关怀不可少

勿让假“捐衣箱”打劫人们的善心

吴学安： 近两年来， 短视频
越来越火， 招聘也迎来了新的形
式———视频简历。 与我们通常看
到的文字性简历不同的是， 视频
简历往往更直观， 更有立体感。
不过， 有招聘负责人表示， 投递
来的视频简历是否被选中， 主要
还是看求职者与岗位的匹配程
度， 尤其是 “视频简历” 要坚守
以诚信示人的原则。

“视频简历”
应以诚信示人

10月是敬老月， 其中10月17
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也是
法定的老年节。 10月8日， 记者
从南京市民政局获悉， 市区民政
和老龄部门已启动 “敬老月” 系
列主题活动， 为老年人送温暖、
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营造
全社会敬老爱老氛围。 （10月9
日 《南京日报》）

敬老孝老， 既是为人子女之
本分，更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从
古至今， 民间流传着诸如王祥卧
冰求鲤等许多孝老爱老敬老的典
故，它们给人以启迪、让人终身受

益。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受
社会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所影响，
不尽赡养义务等不尽孝道的事情
也时有发生，并见诸于媒体报端。
既然如此， 那么在当下纷杂烦扰
的社会以及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
社会背景下， 我们又该如何继承
和弘扬孝道美德， 推动敬老孝老
成为每个人的行动自觉呢？ 笔者
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强化引导、
营造氛围，以身示范、见于行动。

一方面，要加强引导，大力营
造敬老孝老浓厚氛围。应该说，尽
管孝老敬老是中华优秀传统美

德、融入华夏儿女的骨髓血脉，但
也需要营造氛围、 不断强化教育
引导。另一方面，敬老孝老，加强
宣传教育、营造氛围固然重要，但
最为关键的还是在做、 见于日常
生活的点滴行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古人
都懂得如何敬老孝老， 更何况在
社会文明进步的当下。 尽管时代
在变， 但传承好敬老 孝 老 的 传
统美德永远都不能褪色， 而且
要摆在更加重要突出的位置， 真
正让敬老孝老成为一种习惯、 社
会时尚。 □徐友才

王丽美： 10日， 昆明市旅发
委向社会公布了9月旅行社红黑
榜信息。 9月10家旅行社上红榜，
9月被扣6分及以上的旅行 社 有
两 家 ， 5 家 旅 行 社 被 吊 销 证
照 ， 21家 旅 行 社 受 行 政 机 关
罚 款 以 上 处 罚 。 要 让 红 黑 榜
成 为 旅 游 发 展 的 助 推 器 ， 相
关 部 门 要 反 思 旅 游 景 区 管 理
存 在 的 疏 漏 和 不 足 ， 严 厉 查
处破坏旅游环境和旅游城市形
象的行为， 不护短不敷衍， 严格
落实责任。

9日 ，天津警方通报称 ，有两
名犯罪嫌疑人自行购买了二手衣
物捐赠投放箱， 将其放在高档小
区中， 再将回收的衣物以废旧布
料的形式变卖牟利。目前，两人已
被警方刑拘。 北京青年报记者调
查发现， 网上有不少商家公开售
卖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 售卖时
不需要买家出示资质证明。 有商
家坦言， 来购买投放箱的人不少
都将其用于行骗。（10月11日 《北
京青年报》）

近年来， 不少城市街头都出
现了写有“慈善公益”字样的二手
衣物捐赠投放箱，本来，这种方法
既能避免浪费，又能奉献爱心，可
谓一举两得；但是，一些不法分子
却动起了歪脑筋， 从网上购买捐

衣箱进行诈骗。 这种行为不但是
在打劫人们的善心， 而且已经涉
嫌构成诈骗罪， 必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

二手衣物的捐赠是一种公益
慈善活动，对于爱心人士来说，虽
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善举， 但参与
的人多了，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就
能给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无限温
暖。从物质上，这是一种实实在在
的帮衬，从精神上，是一种善良风
气的传扬。不难想象，当人们知道
自己捐赠的衣服并没有送到需要
帮助的人手中， 而是被骗子们劫
去贩卖了时，会是多么失望。善心
不容亵渎，如果善心也被打劫，就
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长此以往，
献爱心的人势必越来越少。

执法部门应依法严厉打击此
类不法分子，勿让假“捐衣箱”打
劫了人们的善心。首先，要对网上
售卖捐赠箱的商家进行监管，对
于没有销售资质的商家予以取
缔， 如此就能有效切断骗子们获
得假捐赠箱的途径。第二，对于已
经查实的骗子，务必依法严惩，以

达到震慑之力， 令蠢蠢欲动的其
它骗子不敢再犯。第三，城管、物
业公司等部门应严格审查， 把严
准入门槛， 以保证出现在城市的
捐赠箱确实为公益慈善组织所放
置，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制止并
报警，绝不给骗子们存活的空间。

□徐建中

专车接送免费听健康讲
座， 现场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叔
叔阿姨大打亲情牌， 听完讲座
还有免费体检……但是狡猾的
狐狸最终露出了尾巴， 拿着三
无产品的浓缩果汁冒充保健
品， 几元的果汁浓缩液摇身一
变卖给老人千元一瓶。近日，海
淀公安分局捣毁一诈骗老人的
窝点，刑拘诈骗嫌疑人5人。（10
月11日《北京晨报》）

重阳节临近， 又到了老年
消费旺季。 一些专门诈骗老人
的不法分子先以免费健康体检
作为诱饵邀请老人前来参加免
费讲座， 之后再专门找人冒充
国际知名健康专家进行现场咨
询、问诊，然后假意对老人进行
抽血化验， 实际化验单据都是
员工在电脑里随意填写、 打印
出来的，最后由专家“确诊”称
老人有各类慢性病需要保健，
并向其推销所谓有治疗作用的
胶囊和口服液从而实施诈骗。

笔者认为，老人防诈骗，亲
属关怀不可少。 作为政府和全
社会来说，理应搭建更多平台，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
老年人再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作为家人和子女， 不仅要关心
老人的物质生活， 更要关心其
精神生活。 和父母不住在一起
的子女要常回家看看， 陪老人
聊聊天， 在了解老人精神生活
所需的同时， 定期陪他们作健
康体检， 提醒他们不要去参加
所谓的免费健康讲座和体检。

和老人住在一起的亲属 ，
更要经常与老人感情交流沟
通。遇事多与老人商量，多顺从
他们。 现在有些老人不仅受骗
中招，还往往很固执，子女提醒
不听，家人劝阻不理。如有这样
的情况，固然有老人自身原因，
但老人亲属是否也应该反思一
下。 如果子女与老人之间有了
良好的情感纽带， 定期陪老人
作一些必要的健康体检， 加之
情感需求被关注， 自身的价值
被认同，那么，老人就不会去外
面听信所谓的免费健康讲座和
体检了。骗子要想钻了“情感”
空子， 诈骗老人钱财的几率就
小多了。 □周家和

家庭教育是许多人常常挂在
嘴边的话题， 特别是家里有在校
学生的为人父母者， 更愿意彼此
交流， 相互借鉴。 不过， 家庭教
育中最应该关注什么， 或者说最
容易忽略的问题是什么？ 恐怕许
多家长没有认真想过。

近日， 北京师范大学有关研
究机构发布了 《全国家庭教育状
况调查报告 （2018）》， 呈现了我
国家庭教育存在亲子沟通和家校
沟通不够、 家长对孩子学习生活
参与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 这个
结果可能出乎许多家长意外， 也
为诸多为人父母者提了个醒。

此次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共计325个区县，11万余
名四年级学生、7万余名八年级学
生和他们的3万余名班主任参与
了问卷调查， 应该说很有代表性
和说服力。先看几组调查数据。

报告显示， 在亲子沟通方面，
25.1%的四年级学生和21.8%的八
年级学生表示， “家长从不或几
乎不花时间与我谈心”； 22.5%的

四年级学生和21.2%的八年级学
生认为， “家长从不或几乎不问
我学校或班级发生的事情”。

沟通问题不仅存在于亲子之
间 ， 在参与调查的班主任中 ，
95%以上表示， 家校之间的沟通
也存在问题。 排名前三位的问题
分别是 “家长认为教育孩子主要
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 “家长参
与沟通的积极性不高” 和 “与家
长教育理念不一致”。

与沟通欠缺形成对比的是 ，
参加调查的学生和班主任都认
为， 家长最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
情况， 95%以上的学生表示， 家
长对自己的成绩期望至少是 “班
里中等”。 学生中认为家长对自
己最关注的前三位是学习情况、
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 人数比例

远高于对道德品质、 日常行为习
惯、 兴趣爱好或特长、 心理状况
等方面的关注 。 班主任们也认
为， 家长最关注学生的方面是考
试成绩， 远高于对孩子爱好或特
长发展、 心理状况和人际交往等
方面的关注。

虽然家长普遍关注孩子的学
习和成绩， 但调查数据显示， 他
们对孩子学习生活的参与度与关
注度却并不成正比。 至少三分之
一的四年级学生和近半数的八年
级学生表示， 家长对其学业的介
入程度为 “低” 或 “较低”。 这
又是一种反差。

家长关心孩子的学习， 没有
错， 但只关心学习结果不关心学
习过程， 显然有误； 只关心学习
成绩不关心孩子成长的其他素

质， 更是错误； 而关心孩子的学
习过程、了解孩子的方方面面，则
离不开与孩子和老师的有效沟
通， 离不开对孩子学习生活的积
极参与。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可惜
被许多家长忽略了。调查中，有部
分学生认为家长不尊重自己，更
有九成以上的班主任表示， 在与
家长沟通中遇到困难， 这应该是
亲子、 家校沟通障碍的深层次原
因， 是需要家长们检讨的。

家庭被称为 “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
关重要。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 “老
师”， 家长应该学会与孩子沟通，
及时了解孩子不同年龄段的表
现，读懂孩子言行背后的内心需求；
与此同时，密切与学校、老师的联
系，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