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理赔， 理赔金能从一两万
元飙升到十几万元，一切理赔流程看上去还“合法合
规”，这是如何做到的？7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 对外披露了警方近期成功破获的特大
虚增伤残等级骗取保险理赔金案件。 警方历经近一
年的缜密侦查， 一举捣毁12个连续作案的 “人伤骗
保”犯罪团伙，抓获“人伤黄牛”犯罪嫌疑人125名，涉
案金额近亿元。(7月15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小伤大赔”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工会补助“暑托班”彰显关爱之情

■世象漫说

推行垃圾分类需要多管齐下

对房产中介违规乱象
该用猛药治

■劳动时评

协同发力
破解招生骗局

江德斌： 近日印发的 《健康
中国行动 （2019—2030年）》明确
提出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把学
生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特别是心
肺复苏纳入考试内容， 把健康知
识、 急救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体质
健康测试情况作为学校学生评优
评先、 毕业考核和升学的重要指
标。 让广大中小学生掌握基本的
急救知识很有必要， 可以培养他们
安全防范意识。

中小学生掌握
急救知识很有必要

吴学安 ： “个人直租 ,绝无
中介费” “主卧直租， 租金2000
元， 无其他费用” ……在网上浏
览租房信息时， 许多人都被这些
招租广告吸引过。 但其背后可能
隐藏着的黑中介， 也许会给你的
租房之路带来无尽烦恼。 房地产
中介业出现的乱象是市场发展的
特殊阶段 “游戏规则” 不健全的必
然产物， 而产生这样的现象是与房
产中介经营行为监管缺失有很大
关系。 因此， 迫切需要管理部门
对此类乱象出重拳加以整治。

垃圾处理关乎人类生存环
境，不可等闲视之。 而垃圾分
类又是科学处理垃圾的重要
前提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可
以说没有什么 “讨价还价”的
余地。

饱含温度的毕业礼物彰显教育情怀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赵军│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9年 7月 17日·星期三

近日， 记者从厦门市总工会
了解到， 今年， 市总工会将继续
指导和扶持有条件的基层单位开
办暑托班， 预计开班数近80个，
对验收合格的暑托班， 依据其办
学规模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每
班最高可达3万元 。 （7月15日
《海西晨报》）

“暑托班 ” 无疑有着紧迫的
现实需求。 暑假期间， 许多家庭
的孩子无人照料， 孩子无论是独
自留在家中还是外出游玩， 都难
以让家长放心， 实际上， 于普遍
缺乏自救能力的孩子， 暑假期间

也是发生意外的高峰期， 而孩子
一旦出事， 几乎可以击垮一个家
庭。 而 “暑托班” 显然大大增加
了孩子暑期的安全系数。

现在， 工会指导和扶持有条
件的基层单位开办暑托班， 无疑
可以让家长放心。一是符合办学要求
且管理制度完善、 硬件设施齐全、安
全管理到位、职工满意度高、无安全
事故和不良事件发生的暑托班，
经验收合格才能享受工会的补
助，这样的政策杠杆，将促使企业
“暑托班”更加规范有序。

二是 “暑托班” 坚持公益导

向， 这尤其对于外来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不
仅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也减轻
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体现了一座
城市关爱弱势群体的博大胸怀。
而家长们将因此无后顾之忧， 全
身心地投入工作。

工会补助 “暑托班 ”， 是工
会职责的体现， 对员工看似是帮
在小处 ， 却是帮在让职 工 暖 心
的 实 处 。 常 说 工 会 是 职 工 群
众的 “娘家 ” ， 工会工作就需
要从职工关心的实事做起， 从点
点滴滴做起。 □钱夙伟

□张刃

寓意“好好吃饭 ”的筷子 ，嘱
其“常回家看看”的钥匙扣，写有
校训的戒指， 校园标志性物件的
艺术品……今年毕业季， 很多大
学毕业生从母校那里收到了花样
翻新的毕业礼物。 大学在费尽心
思为毕业生设计、 提供免费的毕
业礼物的同时， 也把对毕业生的
最后一堂爱校课、 人生课凝聚在
小小的礼物里。（7月16日 《北京
青年报》）

盘点今年各大高校的 “毕业
大礼包”，其中不乏一些很有创意
的毕业礼物。比如，对树木有着深
厚感情的北京林业大学， 毕业礼
物也有木香———继前年和去年相
继向本科毕业生送出银杏叶钥匙

链、木制四款平安牌之后，今年又
送出了一份有点让人意外的毕业
礼物 ： 镌刻有每位毕业生的姓
名、 学号的一双定制筷子。 设计
这份毕业礼物的北林青年教师郭
乙言告诉记者， 筷子的构造看似
简单， 却意蕴着 “天人合一” 的
生态观和人生的通达智慧。 希望
通过筷子向毕业生传达 “未来做
事张弛有度，有规有矩，始终不忘
成长为百尺之木”的寓意，更把母
校的嘱托都凝聚在这七寸六分之
中：“无论你们是忙于学业科研，
或是为工作而四处奔波， 都要记
得按时吃饭、好好吃饭。”

从网上评论看， 这些毕业礼
物不但受到了毕业生的欢迎，也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许多人
表示， 这些匠心独具的毕业礼物
饱含温度，令人动容。笔者认为，
饱含温度的毕业礼物彰显教育情
怀。期待在每个毕业季，能有更多
饱含温度的毕业礼物出现， 期待

在礼物的赠予与接受中， 师生情
谊能够得以升华。更相信，一份匠
心独具、 用心良苦， 饱含教育温
度、彰显教育情怀的毕业礼物，一
定会成为学子们终生难忘的 “最
后一课”。 □伊一芳

进入夏季以来， 垃圾分类成
为舆论热点，尤以上海实施“史上
最严”条例引人注目，以致网上弄
出许多调侃的段子来。 可见工作
有难度。 而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全国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正逐步推
开， 今年46个重点城市将加快推
进处理设施建设， 满足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需求。 来自北京的消息

则说， 明年开展示范片区创建的
街道（乡镇）将占全市街道（乡镇）
总数的90%以上。 亦可见垃圾分
类大势所趋。

垃圾处理关乎人类生存环
境，不可等闲视之。而垃圾分类又
是科学处理垃圾的重要前提条
件。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没有什
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过，多年
积习，根深蒂固，要一朝改变，又
谈何容易？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许
多先进的科技手段， 可以使垃圾
分类变得不那么困难， 但事情终
究是需要人来做的。 人对垃圾分
类的认识、能力不够，科技手段也
难发挥作用，至少大打折扣（至于
垃圾分类可以适当返现，老实说，
吸引力有限）。因此，在坚定推行
垃圾分类的前提下， 是否可以讨

论一下方式方法问题？
之所以提出讨论， 是因为我

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 现在家庭
垃圾处理， 一般都是老人或孩子
完成的。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是
垃圾分类 “第一责任人”。 可以
说， 他们是否具备对垃圾精准分
类的认知和能力， 直接关系到实
施垃圾分类的成败。 而事实上，
要他们 （特别是老人） 掌握如上
海那样的垃圾分类标准， 至少眼
下有困难。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现
实， 那么， 就需要多管齐下解决
问题。

上海把垃圾分为四类， 肯定
是有依据的。据多数人反映，可回
收垃圾与有害垃圾比较容易分，
难分的是干、湿垃圾，往往把许多
人搞得晕头转向， 更何况老人孩

子。那么，如果条件允许，能否先
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细化呢？
譬如先分厨余再分干湿， 不搞一
蹴而就。如果必须一步到位，就应
该在垃圾桶上用图文并茂的形式
明确哪些垃圾可以投入哪个桶，
而不是简单地只标注分类。 这样
做并不难， 但可以解决许多人特
别是老年人的大问题。

对于孩子， 推行垃圾分类的
同时， 学校应该开设相关课程或
者讲座。 孩子学习、 掌握新知识
快，不仅可以身体力行，而且能够
有效帮助老人。

为了推行垃圾分类， 动用大
批城管、环卫执法人员上街查处，
短时间可以， 长此以往恐怕难以
为继。且不说成本太高，财政也未
必负担得起。那么，可否设法充分

利用社会力量呢？譬如，垃圾分类
越来越细，也越来越严，以往物业
公司的垃圾保洁员很难胜任。与
其让他们下岗， 莫如经过培训使
之成为垃圾分类的专职工作人
员，指导居民；又如，可否把街头
巷尾、游击队式的“收废品”者组
织起来，纳入正规管理？他们最熟
悉哪些废弃物资可回收， 哪些不
能用 ，是 “现成 ”的垃圾分类 “专
家”。况且，街头“收废品”不绝，垃
圾分类难搞。

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垃圾的
产生， 与某些厂商搞商品过度包
装有密切关系。 工商管理部门应
该对此进行有效控制直至处罚。

以上所说，一家之言，谨供有
关部门参考。总之，垃圾分类大势
所趋，解决问题需多管齐下。

部分不法分子借高考招生
之机， 宣称有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干部子女班、 自主招生补录
特招班的内部名额， 并承诺包
分配、 解决编制， 以此诱骗考
生及家长。 7月11日， 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对记者表示， 此类
虚假信息每逢招生季都会发
生 。 （ 7月 15日 《北京青年
报》）

实际上， 每年揭露招生骗
局的新闻不少， 教育部也多次
颁布了 “野鸡大学” 榜单， 一
再提醒民众谨防上当受骗， 但
骗子却能屡屡得逞， 无非是在
很多人心目中， 依然笃信 “潜
规则” 的神通广大： 在他们心
目中， 有钱能使鬼推磨， 什么
高考公平、 高招规则乃至法律
法规概如浮云。 因为花钱上大
学的不敢声张， 也因为对 “关
系户” 的极端迷信， 致使一些
家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钱送到
骗子的手中 。 从某种意义上
说， 既是骗子欺骗了他们， 他
们又何尝不是自愿停留在金钱
和权力编织的幻梦之中？

目前正值招生季， 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的提醒很 有 必 要
也 很 及 时 。 破 解 招 生 骗 局
须 各 方 协 同 发 力 。 首 先 考
生 及 家 长 要 增 强 识 别 能 力
和 判 断 能 力 ， 善 用 教 育 部
“阳光高考 ” 信息平台 ， 借
助 正 规 渠 道 ， 获 取 及 时 、
准确 、 官方的招生信息。 切
不可轻信盲从， 对一些超出想
象之外的、 特别优厚的条件，
更需要谨慎对待， 多方核实，
注意信息之间的相互印证， 切
莫落入 “干部子女班” 之类的
招生陷阱。

而各大院校应做到信息公
开， 与考生及家长建立正向反
馈机制， 确保招生信息真实可
靠、 公开公平。 教育、 公安、
司法、 网站……各部门联动，
社会各层面积极参与， 铲除虚
假招生的生存土壤， 严厉打击
违法犯罪行为， 并加强信息管
控， 善用监督和纠错机制。 力
求从源头上不给别有用心的犯
罪分子可乘之机。

□斯涵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