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9日， 在江苏省常州市2019年学业水平
考试数学考试中， 华罗庚实验学校考点发生学生
利用手机作弊的违规行为。 据常州市金坛区教育
局工作人员介绍， 拟对违规考生所有相关科目考
试成绩记零分。

点评： 教育的目标是培育 “德才兼备” 的人
才。 在学习中， 学习的能力和成绩固然很重要，
但是思想品德的教育更为重要。 所以， 如何处罚
不是目的， 要真正 “教育” 到位。

■本期点评 博雅

近日， 深圳市民钟女士在龙华ICO购物中心
优衣库试衣服时， 突然发现试衣镜上面有个类似
纽扣的 “黑点”。 她觉得奇怪， 就用手碰了一下，
发现那个纽扣居然会发热， 钟女士将 “纽扣” 扯
出来竟然是个摄像头。 事发后， 警方介入调查。

点评： 偷拍行为增多， 一个重要原因是器材
比以往更容易获取。 要想彻底整治， 必须管住源
头、 加大打击力度， 让偷拍者无所遁形。

近日， 四川长宁6.0级地震震中双河镇安置
点里时常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 在4个帐篷搭建
的青春儿童乐园里， 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
开展体验式游戏和防灾减灾知识学习， 以更快走
出震后恐惧。 每天， 来自全国的爱心物资也在源
源不断送来， 志愿者们从卡车上卸下画笔、 书
桌、 玩具等儿童用品。

点评： 孩子们别哭， 风雨很快就过去了。 虽
然自然灾害无法避免， 但我们要尽所能地让孩子
们快乐成长。

近日， 杭州位于余杭区良渚街道的昌运里小
区内， 47个 “防高空抛物监控” 静静守护着小
区居民的安全。 昌运里小区于2018年年底交付，
这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 ， 紧靠杭州主城区 ，
1546户住户， 其中有1000户左右都是出租户。

点评： 用心良苦！ 同时也要加强防范和管
理， 杜绝高空抛物，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动起
来 ， 并告知家人、 亲朋， 教育孩子不要高空抛
物， 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6月16日深夜，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郑州桥工段与相关单位、 部门密切配合、 连续
鏖战8个小时，成功地将客整所102号、104号、106
号、 108号及菱形叉心等5组木枕道岔更换为混
凝土枕道岔， 线路于6月17日7时30分顺利开通。

点评：哪里有天生的铁军？只是因为他们心中
有同一个目标：守好岗，尽好责，撸起袖子加油干
……他们就是最美的劳动者，是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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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微信ios版发布了新版本， 新增朋友
圈 “最近一个月可见” 功能。 该功能上线后， 迅
速引发网友对 “朋友圈可见范围” 的热议。 有网
友表示，三天太短，半年又不太好把控，这 “一个
月” 的设置最人性化。 也有网友认为： “发朋友
圈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何必要设置这些功能。”

早在2017年， 微信推出了朋友圈 “最近半年
可见” “最近三天可见” 的功能。 此次上线 “最
近一个月可见” 选项， 已是时隔约两年之久。 更
多的热议聚焦于 “朋友圈为何要设置可见天数”。
有人颇为诚恳地表示： “三天前， 我可能各种晒
照卖萌找存在感， 三天后， 我自己看到那些状态
都会起鸡皮疙瘩……” 所以认为这个功能更具人
性化。

微信的每一次功能调整总是火热话题 。 其
实， 不管是 “最近半年可见” 还是 “最近三天可
见”， 抑或是这次的 “最近一月可见”， 都只不过
是一种时限功能而已。 实在没有必要纠结于自己
的 “微信发布” 多少朋友可以看得见， 能够看到
多长时间的， 最关键问题在于， 发布的 “微信内
容” 值不值得让朋友看见？

微信是一种十分不错的交流载体， 自从有了
微信之后， 朋友圈就成为了所有人不能离开的地
方， 即便是老年人， 也时不时要发个朋友圈。 可
见， 朋友圈确实可以实现 “心与心的交流”， 确
实可以让 “天涯变成咫尺”。 只不过是， 我们在
朋友圈里发布的各种信息有没有价值？ 是不是正
能量的？

如今的朋友圈， 已经变了味儿。 在笔者的朋
友圈里， 有一个十分熟悉的朋友， 说来他还是一
位文化人。 可是这位文化人发布的朋友圈， 却一
点没有什么文化味儿， 不是晒自己 “推杯换盏”
的大餐， 就是晒自己 “翘着脚丫子喝茶” 的惬
意， 要么就是转发一些小道消息。 这还算好的，
虽然 “不入流” 但是还 “没下流”。 还有一位朋
友， 经常在朋友圈里发布商品广告， 大多数都是
假冒伪劣商品。 更不乏有人发布炒股信息、 传销
信息。 这样的朋友圈， 还有多少知心的好朋友？

假如说， 我们的朋友圈发布的信息， 都是正
能量的信息， 都是有用的信息， 都是友情的信
息， 何惧朋友观看？ 别说是一个月之前的信息可
以观看了， 即便是一年之前的信息， 几年之前的
信息看看又何妨？ 这种 “回看” 其实也是朋友之
间的一种交流。 而如果你发布的信息都是恶劣的
信息， 即便设置了 “朋友一个月可见”， 问题是
你的朋友还愿不愿意看？ 其实， 早就把你列入黑
名单了， 早就设置成 “不看他的朋友圈” 了。

所以说， “朋友圈一月可见” 的新功能也只
不过是一种功能， 关键在于我们要正确使用朋友
圈的功能， 让朋友圈成为友谊之地， 成为风情明
月的地方， 乌七八糟的朋友圈， 朋友也就不会关
注了。 “朋友圈一月可见”， 是朋友何惧相见？
内容优质有何不可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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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图闻点评】

郑州七百铁军挑灯鏖战
消除枢纽“动脉梗阻”

让我们在“朋友圈”
好好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