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过后是传统的招聘旺季， 就业市场供需
双方都日渐活跃。 广东省中山市近日推出了 “妈
妈岗” 专题招聘会暨重点群体网络招聘活动。 岗
位包括文员、 销售、 家政服务员、 客服等。 目
前 ， 中山市已在线发布超过2400个 “妈妈岗”，
覆盖企业40家。

点评： 作为一名母亲， 找一份能够兼顾家庭
的工作着实不易。 但是广东省中山市 “妈妈岗”
专题招聘会给希望重回职场的女性助力不少。 这
种人性化的灵活就业模式，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
业招工难、 留工难压力。

周火生是昆山市千灯镇中心小学退休教师。
他曾先后100次走进大别山， 个人累计捐款48万
余元， 并发动昆山及周边各界爱心人士为金寨县
希望工程捐款、 捐物1200多万元， 帮助金寨县
16所希望小学改善了教学面貌， 保障1300多名
学生圆满完成学业。

点评： 周老师走了， 但是他点燃的爱心还
在 ， 相信希望之光不仅仅存在于1300多名学生
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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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回家没两天， 被中国志愿者 “暖哭” 的美
国运动员特莎·莫德 （Tessa Maud） 就开始想念
中国了。 2月15日， 她在社交平台再度发文， 回
顾自己的冬奥之旅。 她表示， 感谢大家过去两周
对我的爱和支持。 我一到中国就感觉自己被爱和
热情而包围，我迫不及待地想在未来回到中国，多
走走看看。 我太喜欢这里的人、 食物和文化了。

点评： 虽然冬奥会已经结束， 但中国与世界
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这次冬奥会上， 菜盒子、 烤
鸭、 豆包等美食， 可谓是圈粉无数。 舌尖上的中
国， 随时欢迎你！

刚回国，
她就开始想念中国了……

大年初二， 宝安区教育系统再次向105所学
校召集教师志愿者。 消息发出后， 报名信息频频
闪动。 至大年初六， 报名者达到9000多人。 最
终， 教师志愿者拨打出的106万通电话， 抚慰着
人们焦躁的心。

点评： 面对疫情， 他们弃假期扛 “战旗”，
形成全民战 “疫 ” 的强大合力 。 106万人次呼
叫， 就是106万次爱心传递， 亦是力量的传递。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南浦小学 “开学第一
课 ” 的课堂， 与以往不同， 这次的 “开学第一
课” 没有在教室里上， 而是搬到了附近的农田
里。 授课者不是学校里教语文数学等文化科目的
教师， 而是周边村庄几名地道的农民。

点评： 南浦小学的 “开学第一课” 安排在了
“希望的田野” 上， 可谓是别出心裁。 孩子健康
成长，不光需要书本上的知识，更需要来自“沃土”
的营养， 这也是推进 “双减” 教育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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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说起报刊亭， 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各种各样
的回忆和体验。 每个地方的报刊亭， 都见证着一
个地方独特的文化风景和文化消费。 如今， 放眼
各个城市， 报刊亭的日益衰落不但成为了人们心
中的痛， 也让人感叹随着纸媒的不断衰落， 众多
的报刊亭会不会成为继续消失的文化遗址？

前不久 ， 因为B站UP主@康哟喂的一条视
频， 杭州计划关停所有报刊亭的消息引发了全网
关注， 也掀起了新一轮对纸媒时代的怀旧浪潮。

这位网友出于对报刊亭的热爱， 跑遍了杭州
街头， 仅找到三家仍未关门的报刊亭， 他用镜头
记录了摊主们的不解、 遗憾与不舍。

随后杭州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杭州报刊亭
不是全部关掉， 而是 “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
整改和提升”。 不过， 报刊亭会由最初的300多个
减少至69个， 这69个报刊亭会以新面貌再次出
现。 在笔者看来， 这保留的69家报刊亭， 在偌大
的杭州城里， 就像是星星点点的文化遗存， 用可
以忽略不计来形容也不为过。

据澎湃新闻报道， 早在2008年全国各地就开
始以 “占道经营” 和 “影响市容” 为由掀起了第
一轮大规模化拆除报刊亭的热潮， 2008年到2013
年的五年间， 全国累计拆除了1万多家报刊亭。
2012年， 为了推动 “退路进店” 工程， 郑州成为
全国省会中首个没有报刊亭的城市。

笔者发现， 每个城市拆除报刊亭， 理由都是
整顿市容， 美化环境。 可是， 我们也不难发现，
被拆除报刊亭的地方， 停着大批东倒西歪的共享
单车， 没有人整理， 不同样也是影响市容吗？ 难
道我们的城市真的容不下这些小小的报刊亭吗？

我十分喜爱报刊亭， 经常在报刊亭买点喜欢
的报刊。 前不久， 笔者特意仔细走访了北京的报
刊亭。 发现在西城、 东城这些核心区域， 报刊亭
还有一些， 据称以往北京有3000多家报刊亭， 如
今还有700多个。 我问过摊主， 每天能卖多少报
纸 ？ 有的避而不答 ， 有的摊摊手 ， 无奈地说 ，
“也就是十多份”， 而且以中老年为主。 看着这些
风雨飘摇的报刊亭， 不得已在搭售饮料， 不禁为
这些在苦苦挣扎的报刊亭而惋惜。

其实， 报刊亭在几十年前成为了每个城市不
可或缺的文化风景， 如今虽然举步维艰， 但是全
部拆除， 不是明智的对待报刊亭的办法。 如果把
报刊亭， 仅仅作为商业运行的一个简单项目， 那
么， 这些报刊亭基本都不能赚钱， 甚至都不能养
活报刊亭的经营者。 因此， 不妨借鉴巴黎和纽约
的做法。

数字时代报刊亭何去何从是全球的难题， 而
巴黎被认为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榜样。 受纸媒衰退
影响， 巴黎市报刊亭数量在2005年一度下滑至
260家。 但在政府的升级换代工程之下， 巴黎成
为报刊亭数目实现增长的唯一一座国际化大都
市， 由2005年的260家增长至2018年时的409家。
除报刊杂志外， 还销售各类市政出版物， 如城市
导游手册、 交通地图、 明信片， 以及旅游纪念
品、景点门票等，已成为巴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因此， 与其简单地拆除或者关闭， 都不是好
办法， 不如采取政府主导牵头， 对报刊亭进行全
面升级换代。 除了统一标识外， 还可以因地制宜
增加其它文化服务功能。

我以为， 报刊亭不但是文化载体， 还是极为
便民的窗口、 社区居民沟通的驿站， 承担着文化
传输 “最后一公里” 的重任。 它如同一块文化试
金石， 考验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和胸怀。 留住
报刊亭， 就是留住了我们城市的文化血脉！

春耕田野里的“开学第一课”，
接地气！

106万通电话的温暖，
106万次爱心的传递！

春招市场里的“妈妈岗”，
为人性化服务点赞！

送别！ 资助1300多名学生的
退休教师周火生去世

留住报刊亭，
留住城市的文化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