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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近日 ， 深圳中学发布

的

2019

年拟聘教师名单显

示， 新聘的

35

名教师均为

硕士以上学历， 其中

20

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 清华大

学，

1

人毕业于哈佛大学。

这些老师中，

27

人为硕士

生，

8

人为博士生 （

3

人为

博士后）。 这一份 “豪华 ”

的教师名单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 有人认为 “不逊色

于一些高校的教师招聘名

单”。 也有人提出疑问： 名

校 博 士 当 中 学 老 师 是 否

“大材小用”？

博士到中学任教 ， 多

年前已破冰 ， 舆论关注过

一轮又一轮 。 尽管如此 ，

深圳中学这份 “高配名单”

还是让人耳目一新 ： 清一

色的硕士以上学历 、 许多

还是名校博士 。 从偶发到

多发、 从特例到普遍 ， 透

露出的不仅是一些人的价

值取向 ， 而是整个社会的

发展与变迁。

一方面，是研究生人数

的不断攀升。 如今，不但本

科生 “满街跑 ”，硕士 、博士

研究生队伍也日益庞大。以

博士为例，

1978

年， 我国仅

仅招收了

18

名博士生 ，到

2017

年已经累计招收博士

生约

115

万人。在高校“双一

流”建设中，博士生招生规

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硕士、

博士毕业生多了，非科研机

构获得硕士、博士的机会也

就大了。 另一方面，较好的

福利待遇与发展机会，让珠

三角成为人才流入的洼地，

一个中小学教职引来数十

位竞争者的现象并不罕见。

深圳中学声名在外， 硕士、

博士毕业生纷至沓来也在

情理之中。

名校硕士与博士到中

学任教 ， 是一件好事 ， 并

非 “大材小用”， 应以平常

心待之。 且不论初出茅庐

的 名 校 博 士 是 不 是 “大

材”， 即便是， 到中学任教

也非 “屈才”。 时下， 各行

各业都在追求高质量发展，

教育事业也不例外 。 在财

力 、 人力允许的情况下 ，

让一些高学历 、 高素质人

才进入中学， 对于教育事

业发展非常有益 ， 应该乐

见其成 。 那些持 “大材小

用” 观点的人 ， 不免低看

了中学教育 。 基础不牢 ，

地动山摇 。 中小学教育无

论是对受教育者本人 ， 还

是对一个国家， 都是基础

工程 ， 其重要性并不亚于

高等教育 。 一些教育比较

发达的国家 ， 名校毕业生

想进入中小学当教师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 还有许

多门槛要跨。

以平常心看待博士执

教中学，不仅应体现在新闻

事件上，还要落实在教育过

程中。 教书育人是一门艺

术，需要教育工作者具备多

方面才华方可胜任，大到专

业知识、教学方法 ，小到语

言表达 、个人形象 ，都非常

重要。名校博士的专业知识

储备足够丰富，学习能力也

无可挑剔，但教育书人是否

得心应手，是否比师范院校

毕业生更称职，还需拭目以

待。我们在学校念书时经常

发现，有些教师专业知识很

牛， 但由于不善于表达，或

教学方法单一，因而教学效

果乏善可陈。 “试玉要烧三

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对

名校博士也不必盲目崇拜，

教书育人不能完全以 “牌”

取人，该管还是要管，该退

出还是要退出。

◎

连海平 媒体人

自去年以来，@ 中国

消防接连转发多位明星大

V 微博，提示其存在用火安

全隐患。演员谢霆锋发了条

用熨斗给自己烫头的视频

后，@ 中国消防紧跟着发

帖称：电熨斗使用时底板温

度可达 700℃，极易造成火

灾，带来意外伤害。 演员袁

姗姗的家中环境在一档综

艺节目中曝光，@ 中国消

防立即提示袁姗姗注意卷

发棒未关闭电源容易引发

火灾。 消防大 V 转发明星

有关用火安全内容的微博，

得到了明星的积极回应。二

者之间的互动也屡次攀上

网络热搜，获得了网友的好

评。

……就此而言，我们乐

见消防官微“蹭热点”、利用

明星的流量加持，引导公众

增强消防意识，增长消防知

识。 同时，除了做好与明星

喊话互动外，运用“明星效

应” 能否从线上走到线下，

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作

用，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北京青年报 ：《消

防宣传不妨用好 “明星效

应”》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

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也是核

心竞争力。 少一点“来我这

儿开会”的发号施令，多一

点“沉到企业服务”的积极

举动，少一点“我说你听”的

单向传导，多一点“你有什

么困难”的细心聆听，才能

让服务企业的工作做到企

业心坎上。

———湖北日报 ：《优化

营商环境要摆脱“开会依赖

症”》

5G 普及有个漫长过

程，这意味着大多数用户还

需要继续使用 4G 网络。 但

去年到今年，网络上有不少

用户反映，4G 网络的速度

正变得越来越慢。这不仅与

我国近年来积极推动的提

速降费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损害了

用户合法权益。

———证券时报 ：《走向

5G

时代不能忽视

4G

用户

权益》

◎

木木 辑

以平常心看“名校博士教中学”

白

话广州

会变

嘅

满洲窗

广东四大名园之一嘅余荫

山房，

21

扇满洲窗最近完成修

复，喺天气明朗嘅日子，色彩尤

其华美动人。

提起满洲窗， 好多人都唔

陌生。 佢系清代时由驻粤八旗

军队传入，再经改良，成为广式

满洲窗， 并喺之后嘅发展之中

形成咗两大特色： 一系采用当

时先进嘅彩色玻璃，拼色搭配，

营造出满目斑斓嘅效果； 二系

窗格采用几何形制，变化万千，

呈现出一种优雅嘅古典之美。

不过， 好多人对于满洲窗

造景嘅认识仅止于此， 并无领

略过旧时匠人更深嘅变化之

功。其实，只要你去到余荫山房

嘅卧瓢庐，举目正南，仔细睇吓

大名鼎鼎嘅“四季窗 ”，你对满

洲窗嘅印象可能就会改变 ：佢

唔单止系一扇静止嘅造景窗 。

某种程度上来讲 ， 佢亦系会

“变”嘎。

“四季窗”嘅奥秘，在于窗

上嘅玻璃。从表面上睇，佢只系

一扇以蓝白为主色嘅满洲窗 ，

从中央镂空处望出去， 园景呈

现一派春夏之色，爽朗可人。但

系，只要换个角度，透过双层蓝

玻璃去睇，就会发现绿叶染红，

如同秋意降临； 如果从单层蓝

玻璃去睇呢， 景色又似乎染上

一层霜色，变成北国景象。

呢扇变化无穷嘅四季窗 ，

秘诀在于善用玻璃过滤光线嘅

原理，于方寸之间尽揽四季，予

人一种有趣嘅错觉。所以，佢既

系余荫山房嘅一处名景， 亦系

岭南先民巧手匠心嘅体现。

◎

梁倩薇 编辑

市

民论坛

室内公共场所

岂只王源在吸烟

珠

江

瞭

望

新

华时评

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 今年的主题是

“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

的食物， 我们的健康”，更

加强调粮食、 营养和健康

对生物多样性和良好生态

系统的依赖关系。

多种多样的生物 ，是

地球经过几十亿年发展

进化的结果。 从动物、植

物到微生物，人类的每个

历史脚步，都与它们休戚

与共 ，相互影响 、共同进

化。 如今越来越多曾与人

类相伴的物种正在逐渐

失去生命的色彩，湮灭在

历史长河。

联合国日前发布 报

告显示，全球约有

100

万种

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威

胁，许多物种将有可能在

未来几十年内从地球消

失。

研究发现 ，人类活动

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

原因。 全球人口的增加大

大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

耗、 生物资源的利用 ，砍

伐森林 、滥用农药 、过度

捕捞 、非法走私 、污染环

境等行为更是使生态系

统严重偏离自然状态 ，越

来越多的生物失去家园无

处栖身。

中国是全球首先批准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

之一。 通过实施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还草、野生动

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

设工程，大力推进国家公

园体系建设，林草植被覆

盖得到恢复和增长 ，也为

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生存

繁衍条件。

但生态修复 需要 时

间， 相关努力有待进一步

加强。例如继续统筹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和野生动植物保

护；另外，在打击野生动植

物犯罪方面， 要积极参加

国际或区域联合执法行

动， 扩大国际执法合作范

围领域。

保护生物多样性 ，根

本上要转变资源利用方

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每

一个人都要树立节约集约

循环利用的理念， 更加重

视资源利用的系统效率 ，

更加重视在资源开发利用

过程中减少对生态环境 、

生物多样性的损害。

◎

胡璐 新华社记者

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当下 ，徒步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推崇，被认为是

亲近大自然的一种健身

活动。 然而，“河源龙川徒

步活动指示牌称‘不徒步

可耻 ’引争议 ，承办方道

歉”（《南方都市报》

5

月

21

日）， 却差点 “好心办坏

事”。 主办方工作人员解

释此举的本意在于“轻松

调侃”， 但这样的调侃无

疑欠考虑，相信谁也不愿

无故被调侃成“可耻”。 本

是一次宣扬公益的好事 ，

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让

人反感，甚至引起公愤的

坏事。 主办方遭来吐槽 ，

权当一次教训吧！

说 起 好 心 办 坏 事 ，

“深圳一些公交站候车长

椅只有

20

厘米高， 市民

吐槽：这奇葩高度给谁坐

呢 ”（深圳电视台

5

月

21

日），也是一例。

20

厘米高

的椅，这跟坐地上没有差

别。 为何把便民的设施做

得这么不便民呢？ 相关部

门解释是，因近期一些道

路改造， 把路面垫高了。

但这句解释暴露了另一

个问题：同样的公共设施，

却是各管各的，只注重自

己完工，没考虑公众利益。

道路也好，公交站台也罢，

都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形

象， 虽然座椅只是其中小

小的一个环节，却能体现

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你忽

视了，就等于没把市民的

利益摆在第一位。

而像 “广东全面放开

养老服务市场，取消养老

机构设立许可”（大洋网

5

月

20

日 ），显然是以人为

本的表现。 随着人口老龄

化的到来，养老服务需求

的刚性增长也在加速。 放

开养老服务市场，必能让

养老服务产品供给能力

大幅提升，补齐政府公共

养老服务的短板。 当然 ，

全面放开不等于放开不

管，这还需要有一个公平

的市场环境，同时有一套

完善的市场规则，这样，养

老服务市场才能够健康发

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 ，汽

车已步入平民消费行列 ，

特别是低首付零利息的贷

款， 进一步降低了买车门

槛。然而，也有一些“陷阱”

随之而来———“骗子设‘零

首付购车’局，深圳多名市

民上当受骗”（《深圳晚报》

5

月

21

日）， 尽管这是骗

子的行为， 但也可以当作

一个提醒。当下，“零首付”

购车的广告可谓铺天盖

地， 因此而发生的纠纷也

不少， 大家还需擦亮双眼

眼， 选择正规经销商。 政

府部门则要继续加强监管

与执法， 营造更干净更安

全的消费环境。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20厘米高的长椅给谁坐？

点

击广东

5

月

21

日，艺人王源被曝

5

月

20

日在餐厅聚餐时抽烟，

该行为引发大量关注。随后，北

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在

其官方微博上称， 正在进行核

实调查，如属实将依法处罚。

21

日

14

时许，王源就吸烟一事公

开致歉

(

新京报网

5

月

21

日

)

。

作为出生于

2000

年的明

星， 王源是很多青少年心目中

的偶像， 此次他在餐厅聚餐抽

烟，无疑会起到不良示范作用。

此举也违反了 《北京市控制吸

烟条例》的规定。

当然，对于此事，不必过多

解读，更不能上纲上线，毕竟王

源已是成年人， 吸烟是其个人

行为，如果违反规定，自然会受

到应有的处罚。 此事值得关注

的， 自然是公众人物更应注重

自己的公众形象， 以免误导自

己的粉丝。此前，艺人文章也因

在公共场所吸烟被举报， 后在

网上公开道歉，并接受处罚。而

这， 本身也是一堂生动的普法

课， 对更多公众人物也能够产

生警示作用。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不管

是文章还是王源， 他们都是在

北京的餐厅吸烟。而根据《北京

市控制吸烟条例》， 公共场所、

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

交通工具内，都禁止吸烟；条例

也对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 、

管理者明确了责任， 要求经营

者、 管理者对违规吸烟者予以

劝阻， 对不听劝阻的应要求其

离开， 对不听劝阻且拒不离开

的，要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但

是， 王源、 文章在公共场所吸

烟，并没受到劝阻，可见餐厅经

营者同样存在违规行为。

事实上， 这样的现象颇为

常见，不管是餐厅、网吧、娱乐

场所，他们都视顾客为上帝，自

然不敢对违规吸烟者进行劝

阻。虽然条例规定，控烟不力的

经营者也将受到相应惩罚，但

囿于执法力量有限等原因 ，执

法者难以保证时刻“在场”或存

在取证难， 这就造成室内公共

场所违规吸烟现象仍然较为严

重。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

曾被舆论称为 “史上最严控烟

令”， 虽然北京的控烟工作确

实取得了较大成效， 但公共场

所吸烟的现象依然常见， 许多

人不得不继续忍受二手烟的伤

害 。 这让控烟工作大打了折

扣。 对此， 借助 “王源吸烟”

事件， 政府与社会要进一步认

识到控烟工作的严峻性， 有关

部门应加强控烟工作， 让控烟

条例落到实处， 特别是对于公

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要

加大监督力度， 对于纵容吸烟

行为的经营者、 管理者， 要严

格执罚 。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 群众对于危害自身健康的

行为， 也是深恶痛绝的， 因此

要善用社会监督的力量， 提高

奖励标准， 鼓励公众举报违规

吸烟者。

室内公共场所不只一个王

源在吸烟。 因此， 需要层层施

压、加强执法、形成合力，才能

大范围地掐灭 “王源们” 的烟

头， 才能更大程度地保障公众

的健康。

◎

戴先任 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