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于近期启
动。 生态环境部8日致函被督察省 （市） 和公司， 要
求坚决禁止搞 “一刀切” 和 “滥问责”， 并简化有关
督察接待和保障安排，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7月9日
新华社） □毕传国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一刀切”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严打霸座行为应当常态化

■世象漫说

另类工种招聘不能沦为噱头招聘

网售儿童家具
监管不能缺位

■劳动时评

遏制替课现象
需强化失信惩戒

戴先任： 前不久， 生态环境
部公布今年5月全国 “12369” 环
保举报办理情况 ， 噪声污染举
报占41.4%。 噪声污染对居民生
活影响不可小觑 。 不让噪声扰
民， 还需要多方努力。 噪音污染
不能成了环境治理的 “真空地
带 ” 、 监管盲区或说 “漏网之
鱼 ” 。 要像治理水 、 大气 、 土
壤 等 污 染一样 ， 对噪音污染 进
行有力整治 ， 这样才能为公众
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 宜
居环境。

不让噪声扰民
还需多方努力

钱夙伟 ：日前 ，北京市消费
者协会发布的试验数据显示，多
家知名电商平台上销售的婴儿
床、儿童学习书桌椅等商品不符
合国家标准。 网售儿童家具合格
率低 ，反映出的正是对网售儿
童用品监管的乏力乃至缺位 。
网上并非法外之地，网售商品并
非可以降低质量标准，同样，对网
售商品的监管也并非可以“网开
一面”。

企业招聘人才是一件严
肃的事情，即便需要与时俱进
开展另类工种招聘 ，也不能
只片面追求新奇特 ，乃至沦
为噱头。

妈妈“防空队”让人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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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起，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
的列车运行图暨暑期运行图。 本
次调图， 各地铁路警方将重点整
治霸座、 滋事等扰序违法行为，
严厉打击 “盗抢骗” 等违法犯罪
行为， 维护良好治安环境。 （7
月10日中新网）

近些年来 ， 少数人在高铁 、
公交车、 客运班车等公共交通工
具上霸座行为时有发生， 有些人
甚至还对进行劝阻的乘务员与旅
客实施谩骂、 殴打， 不仅严重侵

犯被霸占座位旅客的权益， 而且
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秩序， 破坏
公序良俗， 践踏社会文明， 影响
良好社会风气形成， 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 各界要求对霸座行为严
厉惩处的呼声， 十分强烈。

而本次调图各地铁路警方将
重点整治霸座、 滋事等扰序违法
行为， 无疑值得期待。 不过， 鉴
于霸座滋事行为的多发性， 在非
调图期间亦会发生， 铁路警方整
治霸座、 滋事等扰序违法行为，

不应仅仅局限于调图期间， 而应
对霸座滋事行为实施常态化打
击， 在任何时候只要出现霸座滋
事行为， 都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其他公安机关对于其他类型公共
交通工具上的霸座行为， 亦应实
施常态化严厉打击， 以形成强大
的法律威慑， 最大限度地减少乃
至杜绝霸座行为再发生， 令公共
交通工具上秩序得到更大程度上
的维护。

□魏文彪

□李雪

西安兴庆路常春藤花园小
区面对频发的扔板凳、 灯泡等高
空抛物情况， 成立一支特殊的妈
妈 “防空队”。 “消除高空抛物、
我们在行动 ” 微信群组现有28
人， 其初衷就是保护小区内的孩
子和居民免受高空抛物伤害。 如
果发现高空抛物或坠物， 她们会
拍照、 录视频留存证据， 保护现
场并上报物业， 配合物业和警方
的后续调查。 （7月9日 《北京青
年报》）

我们为妈妈 “防空队 ” 点
赞， 但也深觉五味杂陈。 防范和
杜绝高空抛物现象是一个系统工
程 ， 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
力， 沉重的担子不能全由妈妈们
来扛 。 从根本上 、 源头上根治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止疼消痛
的 “良药”， 依旧是安全防控体
系所强调的人防、 技防、 物防、
制度防 “四防并重”， 是加强教
育引导， 以良好市民素质和人居
文明打造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所谓人防， 就是充分发挥包
括妈妈 “防空队” 在内的广大群
众力量， 以更多的雪亮眼睛进行
立体监督和有效防范 ； 所谓技
防， 就是安装朝天摄像头等 “智
能天眼” 系统， 随时发现抛物，
实时判断抛物位置并自动留存抛
物发生前后30秒的视频， 从而锁
定抛物责任人， 为事后追责提供
有力证据；所谓物防，就是安装防
护网，经常检查墙外空调、高空设
施等，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所谓制

度防，就是建立完善法规制度，对
高层建筑窗户、 安全玻璃安装及
检查维修保养等作出硬性规范约
束， 同时加大法律惩戒， 从严从
重惩处高空抛物行为。

安全从来不是什么奢侈品 。

让每个孩子安全无忧地成长， 是
我们的共同责任。 但愿高空抛物
现象尽快绝迹， 惟有如此， 曾经
操碎了心的妈妈 “防空队” 才能
放心无忧地 “下岗”。

□张培元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北京高
校出现不少替课替考的现象。有
学生替别人上课， 每月收入数
千，替上的课以公共课和选修课
为主。替课替考现象还催生了中
介， 称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人
来替课，满足不同“客户”的需
求。（7月10日《新京报》）

替课现象由来已久， 每每
谈及此话题， 总有人跳出来为
学生“叫屈”，认为板子不能只
打在学生身上， 教学方式缺乏
创新、 课堂吸引力不够也是主
要原因。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说过：“学习本身这件事情，永
远是一个苦差事， 它不是一件
好玩的事情。 ” 无论授课者怎
样巧舌如簧，口吐莲花，都不可
能把线性代数、 微积分等讲成
“郭德纲相声 ”。 对于学生来
说， 必须要耐得住寂寞， 挡得
住诱惑， 坐得住冷板凳。 退一
步讲， 即使觉得老师的授课方
式有问题， 也应通过合理的渠
道向老师提出意见建议， 岂能
简单地找人替课了之。

一直以来， 替考被认为是
诚信缺失的体现。 在正式考试
前， 考生往往需要签订诚信承
诺书。 高考、 公考等法律规定
的国家考试， 替考会被追究刑
责； 校内考试替考， 也会被学
校追责， 情节严重者还会开除
学籍。 事实上， 替课同样属于
失信行为。 学生的本职就是学
习 ， 需要服从学校的规章制
度， 正常参加各种教学活动，
这既是取信于人， 也是守信于
己。 替课的背后折射出一些学
生信用意识的缺失， 是一种不
诚信、 不道德的行为。

解铃还需系铃人。 替课现
象既然是信用领域的问题， 还
应通过强化失信惩戒加以遏
制。 一方面， 加强教学管理，
严肃课堂纪律。 替课行为一经
发现， 无论找人替课者还是替
人上课者， 都依据校规校纪进
行处理 ， 并计入学生诚信档
案。 同时， 改进考试内容， 切
实反映课堂教学成果。 必须把
考试和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起
来， 让老师对于知识点的拓展
与延伸成为考核重点， 让找人
替课的学生不得不为自己的失
信行为埋单。 □张涛

在互联网行业版图不断扩大
的今天， 越来越多另类工种出现
在大众眼前。 前段时间， 网易就
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 招聘的岗
位是高级恋爱专员， 工作内容主
要就是谈恋爱、 玩游戏等。 不难
发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 公司需
求岗位亦越来越多元有趣 。 不
过， 也不能排除， 部分岗位发布

其实是一种 “炒作”。 （7月10日
《劳动报》）

新业态的不断涌现， 自然会
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 企业招人
自然是为了生产经营需要， 而且
机器人饲养员、白帽黑客、无人机
飞手等，也丰富了就业的选择性。
不过， 无论招聘何种岗位都应基
于现实需要， 而不能为了一时的
噱头。 诚如媒体报道， 部分互联
网企业另类的招聘需求， 不免让
人产生是否为 “炒作” 的疑虑。

以网易招聘的高级恋爱专员
为例， 据招聘启事来看， 工作内
容主要有： 1、 玩游戏； 2、 谈恋
爱 ； 3、 熟知日本韩国的人气
“小鲜肉” 等， 对时空穿越术等

有一定了解。 当然， 还有一些具
体要求。 而其所供职的部门 “易
次元”， 就是做剧情互动文字游
戏的。 但当记者提出跟踪采访这
则招聘时， 却被告知这则招聘已
被下线。

与上述如出一辙。 据报道 ，
去年阿里在其社招官网上放出一
则招聘信息， 招聘所属部门是阿
里钉钉事业部， 职位是阿里钉钉
事业部副总载。 该岗位的语言能
力要精通中英西俄四国语言， 交
流能力能 “侃死” 四方精英； 3
分钟算好 3000人工资的超算能
力。 给出的报酬是0年薪0股权，
还得24小时随叫随到。 这则 “0
元副总裁” 的招聘， 没过多久就

被删除。
企业以什么姿态招聘， 不仅

关乎着企业自身的形象， 且影响
着应聘者的就业取向， 尤其是对
于未进入职场的在校大学生而
言，更具有导向性作用。这也就意
味着，企业招聘虽有自主决断权，
但也应依法依规，更应实事求是，
最重要的是出于招录人才的诚
意。靠诙谐的手段忽悠应聘者，虽
可吸睛一时，但也会令人反感。

当然， 对于一些名实不副的
噱头宣传， 相关部门不能置之不
理。 据悉， 人社部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招聘信息管理
的通知》， 就明确各地要对互联
网招聘平台实施集中整治， 严厉

打击信息发布违法违规行为。 发
布虚假招聘信息情节严重的要吊
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其实，
对于一些 “博眼球” 的噱头宣传
就应管起来。

总之， 企业招聘人才是一件
严肃的事情， 即便需要与时俱进
开展另类工种招聘， 也不能只片
面追求新奇特， 乃至沦为噱头。
诚如有人力资源咨询专家表示，
真正有深厚企业文化的用人单
位， 是不会在招聘时提出超乎情
理 ， 太过 “不走寻常路 ” 的要
求。 当然， 对于求职者而言， 无
论应聘何种岗位， 应认清招聘单
位的本真面目， 更应结合自身量
力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