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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经太原市邮政管理局组织申报， 太原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通过， 全市首批
38名 “快递小哥” 获颁初级职称证书。 目前针
对 “快递工程” 的职称评审并不只针对快递员，
而是整个快递行业， 所以一线快递员拿到职称的
比例并不高。

点评： 有职称评定机制， 快递小哥有更通畅
的晋升途径固然是好事。 然而， 快递小哥的职业
保障缺失多多的问题更值得关注。

太原38名快递小哥
获初级职称

据报道， 日本明年4月将正式出台修改后的
儿童虐待防止法， 明确禁止父母体罚儿童。 方案
中， 将 “体罚” 解释为： “无论父母的出发点是
否为管教， 造成孩子身体上任何痛苦的行为， 无
论多轻都是体罚”。 此外还列举了体罚的例子：
“因孩子不做作业而不给晚饭吃” “因孩子偷窃
他人东西而打屁股” “打孩子” “让孩子长时间
跪坐” 等。

点评： 打骂体罚孩子的教育方式， 只能让孩
子因惧怕不敢做所谓的 “坏事”， 并不能让孩子
从思想深度认同。 所以， 体罚真的不可取。

日本明年立法
禁止父母体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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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鹤壁市某饭店内一名3岁女童不慎掉进
20米深井， 因为井口太小， 救援人员无从下手。
一名14岁的少年挺身而出， 经过近30分钟不断
尝试， 终于将被困女童成功救出！

点评： 真帅！ 这才是中国少年应有的样子，
冷静不怯场， 勇敢不慌张。

据网传图片显示， 约十人围站在铁桶旁边，
现场挂有横幅， 上面写道 “高手在民间， 神方在
乡里。 广西宾阳乡医熬制长生液现场会， 人类健
康活到120岁不是梦。” 据称， 所谓的 “长生液”
是由中草药熬制而成。 调查表明， 该活动没有经
过行政部门批准， 参加此次活动的乡医们分别作
出了书面检讨。

点评： 乡医也算专业人士， 能长点心吗？ 穿
着白大褂熬长命百岁草药，实在是有点讽刺。

14岁男孩一次次倒挂深井
救3岁女童

眼下， 随着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 新名词、
新业态、 新商机、 新需求不断涌现， 弄得很多人
目不暇接。 这不， 在各类经济形态中 ， 近期在
各地突然火爆的 “代经济”， 就让无数的消费
者目瞪口呆。

据 《中国青年报》 近日披露： 代遛狗、 代取
东西、 代吃东西、 代堆雪人……这些令人意想不
到的 “代请求” 真实存在， 并且个性化的要求极
高。 或因为懒、 或因为没时间、 或因为情感需
求， “代经济” 应运而生。

应当说， 各类新兴消费业态， 无不是社会需
求的反映， 有需求才有了商业机会， 才有了消费
的升级。 除了上述媒体提到的 “代经济” 的主要
形态之外， 在现实生活中，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
有办不到的， 似乎一切都可代服务。

不过， 仔细想一下， 看似很新奇的 “代经
济”， 其实并不是新奇的玩意儿。 早在几百年前
中国就出现过代写书信、 代购物品的专业人士。
前不久我在看一本 《今古奇观》 时， 就看到一个
明代故事， 讲的是一个行走江湖的商人替十里八
乡的人带货的故事。 可见， 带货现象古已有之，
不足为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
进程， 各地都陆续出现了规模不等的跑腿公司，
专门替别人代劳各类事物。 这些都是 “代经济”
的雏形。

而眼下的 “代经济” 却如火如荼， 形式多种
多样， 除了代吃代喝、 代驾， 还有代相亲、 代扫
墓、 代送花、 代翻译、 代健身、 代购物、 代扔垃
圾、 代领快递、 代跑腿等。 当然还有一些项目受
到争议， 比如代哭、 代骂人、 代打架、 代考、 代
写论文等代经济的灰色地带。 这些有点 “走火入
魔” 的 “代经济” 不但挑战社会公序良俗， 还可
能将 “代经济” 拖入法律红线的泥潭。 如 “代考
试” “代写论文” 等则直接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2018年7月， 教育部曾发布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 代写行为的通
知》， 要求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 代
写行为。 而代考则触犯了刑法。 据媒体披露， 很
多代理服务还涉及到地下黑产， 比如代充值背后
可能存在着职业的羊毛党； 不久前广东警方打掉
了 “代叫单” 的团伙， 该团伙正是利用 “代叫
单” 形式诈骗网约车平台和司机。

由此可见， “代经济” 并不是万物皆可代。
涉及人身安全、 信息安全的就不宜找人代办。 公
众对 “代经济” 宽容和理解的同时， 也要保持适
当的警惕， 防范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打着 “代经
济” 的美好旗号招摇撞骗， 从而遭遇不测。

客观来看， “代经济” 的崛起， 是消费市场
进一步升级的信号， 对刺激市场与消费升级有一
定的作用， 它对合理配置劳动资源， 激活社会资
源、 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 幸福感起着积极的作
用。 至于代相亲、 代写作业这类 “代经济”， 则
对学习、 生活无任何积极作用， 只能使人们变得
懒惰和退化。 随着 “代经济” 的蓬勃兴起， 有关
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大管理规定的出台， 及时匡正
这一新型经济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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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宾阳参与熬制“长生液”
乡医被责令检讨

水滴筹
被质疑扫楼拉单

近日， 有媒体报道， 水滴筹平台工作人员在
医院里逐病房寻找病患， 引导患者在自家APP上
发起筹款。 至于筹款项目上那些情况介绍， 都由
这些自称 “志愿者” 的人直接套用模板生成， 所
谓审核更是形同虚设。 水滴筹公关团队回应称，
已第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相关情况排查。

点评： 网络公益平台为扶危救困做了不少工
作， 但继续发展下去应有严格的监管流程， 否则
公益平台快变成 “生意” 平台了。 善心捐款不要
变成非法利润才好。

“代经济”兴起
可以标新立异
但不能走火入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