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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垃圾治理问计于大学生的多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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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办孔院，不是

中方求美国搞的，是中美

庞大经济、社会交流在美

国产生的学汉语、了解中

国的真实需求拉动的。 有

没有孔院，美国都需要在

中国越来越强大的过程

中有更多人学习汉语，了

解中国。 孔院基本都是中

国人出教师、教学志愿者

以及教材，美方提供场地

和管理支持共建起来的。

将中国教师和志愿者都

赶走，那么美国教育机构

就要花更多钱补充师资

力量，最后受损更多的肯

定是美方。 政治挂帅、疑

神疑鬼是有成本的。

———环球时报 ： 《打

击孔院是美国国家自信

衰减的表现》

老年人对于数字技

术的认知和接受相对迟

缓， 在使用上相比年轻

人更是慢不少。 这是一

个客观现实， 却不是一

个命定的现实。 这里面，

既有老年人自身的原因，

比如学习新技术的意愿

弱，也有社会环境和技术

的因素，比如公共服务和

技术进步忽略老年人的

现实需求，更有对老年人

的认知偏见和年龄歧视。

不假思索地用“老年人”

这种笼统的概念一概而

论， 不去用心地条分缕

析，不仅强化了社会对于

老年人与数字生活的偏

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数字技术服务向老年

群体的渗透。

———中 国 青 年 报 ：

《别让偏见阻碍老年人的

数字生活》

造车从来不是百米

冲刺， 而是一场没有终

点的马拉松。 特别是随

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加速推进， 汽

车产业产品和生态都面

临重构。 数字化和电动

化转型带来的变量， 又

使得机大于危， 自主品

牌新能源汽车未必就不

能超越特斯拉。

———经 济 日 报 ：

《特斯拉是鲇鱼 ， 还是鲨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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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州高校垃

圾分类治理创意大赛”系

列活动开启，旨在用智慧

方案破解高校校园外卖

垃圾和快递垃圾的减量

难题，活动分设快递包装

物回收利用和外卖餐具

治理两个组别，总奖金 10

万元，以期通过发挥广州

地区高校在全省高校的

示范带动作用，建立和推

广“高校+”校园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模式，树立“广

州样本”。

《校园快递行业发展

报告（2019）》显示 ，2019

年高校快递超过 30 亿

件，以教育部披露的高等

教育在校 3833 万人计，

意味着人均快递达 78

件， 是当年全国人均 42

件的 1.8 倍。 另外，2018

年底在广州大学城回收

的一份千人问卷调查显

示，“一天一次及以上”点

外卖的同学占比 33.72%，

扔掉的外卖餐盒中剩余

食物残渣较多的占 54%。

这两组数据表明，大学生

群体有着强劲的购买力，

同时也预示着高校校园

有着超大量生活垃圾的

减量需要。

正因于此，许以重金

的“广州高校垃圾分类治

理创意大赛”， 令人眼前

一亮。 围绕外卖和快递产

生的高校校园生活垃圾

如何分类治理，显然需要

大学生们表达意见。 这既

是对大学生践行垃圾分

类治理的实践教育，也是

问计于民的表现。 说到

底，高校校园生活垃圾的

分类治理需要大学生们

身体力行，也需要他们贡

献智慧方案，以主人翁的

姿态深度介入其中。

进一步讲，在现实价

值之外，类似于“高校垃

圾分类治理创意大赛”这

种活动，将会促进高校教

学更加接地气。 高等教育

从来都是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而揆诸实践环节，

能够结合所学知识解决

生活中的难题，也是大学

生能力培养的内在要求

之一。“高校垃圾分类治

理创意大赛”能够启发学

生去发现身边的问题、努

力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

中锻炼素质与能力。 这正

是人才培养所需要的。

垃圾分类治理不仅

局限于高校校园，同时还

是一个需要“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问题。 引导、激

发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

并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表

见解、 提出解决方案，是

高等教育的重要内涵之

一。“高校垃圾分类治理

创意大赛”目标指向当然

是征集垃圾分类治理的

智慧方案，但同时具有着

激发大学生关注社会问

题的价值。 当更多这类大

赛走进校园，就会对大学

生关注社会问题产生潜

移默化的引导效果。

引导大学生关注垃

圾分类治理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养成垃圾分类治

理的生活习惯，为日后或

可成为这方面的社会传

播者做铺垫；另一方面培

养以“共建共治共享”思

维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

与责任，这将会是多重收

获。 从这个价值来看，校

园垃圾分类治理问计于

大学 生是 个 很 好的 方

案。

◎

燕农 大学教师

“跨城通办”的意义不只是便民

点

击广东

为了限 塑 减 塑 ，

“深圳麦当劳响应当地

环保要求 ， 一次性餐

具收费

0.5

元”

（南都

网 10 月 17 日）。 有偿

使用， 是限塑的办法

之一， 并非全部。 对

于可替代、 可用可不

用的塑料餐具来说，

收费是有效的减塑办

法。 但对于用餐必需

品， 则不适用该办法。

收费是为了给优

质环保做加法， 互联

网政务的升级则是为

了给公众获得感做加

法。 比如，

“广深珠

年底前实施不动产登记

业 务 ‘ 跨 城 通 办 ’ ”

（《羊城晚报》10 月 17

日）。“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在各地已成常

态，不过，“跨城通办”的

瓶颈却还没有畅通。 广

深珠三市试点不动产业

务“跨城通办”， 是“群

众少跑腿 ” 的再次升

级。 此项改革的意义其

实不只是便民， 还进一

步释放了生产力。 政

府、 企业、 市民被节约

的大量时间与费用， 可

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

值与社会价值。

信息互通的网络技

术一再创造奇迹，这不，

又有一例：

“流落广州失

联

20

年 ， 男子因一次

交 通 整 治 兄 弟 团 圆 ”

（《信息时报》10 月 17

日）。 简要概括：20 年

前， 该男子身份证与钱

被偷， 囊中羞涩的他不

好意思回家， 成了没身

份的流浪者。 近日骑摩

托时因身份不明， 被民

警传唤。 民警通过网络

系统查到了他的户籍

地，并联系上他的哥哥。

不难发现， 这样的事是

不该发生的。 好面子心

理使得亲人失散， 自己

也过着没质量的生活。

何苦！

网络技术是把双刃

剑，被坏人利用了，就会

害人不浅。 为此，

“珠海

警方开展打击信息网络

诈骗‘断卡’行动”

（中国

新闻网 10 月 16 日）。

“断卡”的作用就是“断

奶”。对于不法分子掌握

的“实名不实人” 银行

卡、电话卡等，警方与银

行、 运营商合作， 进行

“断卡”。 此举堪称釜底

抽薪。

◎

胡也屏 媒体人

秒批秒贷 、“智慧

银行”、 智能投顾……

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

让各种金融场景充满

未来感的同时，正在逐

步破解融资难等老问

题。 然而，无论现代科

技如何改造传统金融

业态，金融的核心始终

未变———源于实体经

济之需，也必兴于实体

经济之盛。

回顾现代国际金

融体系的成长历程不

难看到，金融业的成长

始终依托于社会生产

力的大发展，以及经济

全球化带来的广阔市

场。 历史也不断告诫人

们，金融一旦脱实向虚，

就会对经济社会的稳定

与发展造成巨大伤害。

经历改革开放四十

多年的发展， 我国已成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

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

受益于此， 我国金融市

场规模快速增长， 金融

业整体实力不断增强，

已然成为金融大国。

然而，随着我国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实体企

业在转型升级中的金融

需求愈发强烈和多样。 与

此同时，生活日渐富裕的

人民群众也要求更加高

效、便捷、安全的金融服

务。 我国现有的金融服

务体系已不能完全满足

这些新变化、新要求，金

融业自身走到了转型发

展的“十字路口”。

服务实体经济，融

入百姓生活，金融业借

新技术之力再上征途，

更要初心不改。近年来，

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持续推进， 区块

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科技应用的不断实

践，金融企业重装上阵，

借科技之力自我革新，

力求让金融服务更快、

更好、更便捷、更安全，

助力经济升级， 丰富百

姓生活。

新技术、新金融，在

融合中才能发展， 在创

新中才能壮大。如今，我

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中国经济转

型升级不断加速， 这为

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

◎

刘开雄 新华社记者

10 月 16 日， 在教育部新

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前不

久青岛一所学校让体育老师当

班主任，结果遭到家长反对、投

诉。对此，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体

育教师、音乐老师、美术老师、

科技老师都可以做班主任。

体育老师， 往往就是那个

“身体最不好的老师”， 因为其

他老师经常说“今天体育老师

生病了，这节课上数学（语文、

英语、物理、化学、历史……）”。

体育老师当然不是真的身体不

好， 只不过在其他老师看来体

育课相对不重要， 所以只能委

屈体育老师“常年抱病”了。 也

不只是有些老师这么看， 很多

家长乃至学生可能都这么想，

这也是为什么青岛一中学让体

育老师当班主任， 家长群竟然

炸开了锅， 甚至去政府信箱投

诉。

如今教育部发话了， 而且

“将来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时

髦”， 也是给体育老师撑腰了。

体育老师怎么不能做班主任？

当然没有明文规定。 只不过在

以往的应试教育体系里，体育、

音乐、美术、科技、劳动等课程，

由于在升学中所占比重较小，

所以自然而然被“边缘化”了，

连任课老师仿佛都“低人一

等”，当班主任都“不配”。 相信

反对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家

长，不是冲着老师本人去的，只

不过担心身负重任的班主任，

把大量教学资源匀给了体育

课，影响了所谓文化课怎么办？

孩子的升学会不会影响？

因此，给体育老师撑腰，让

他们理直气壮当班主任， 最根

本的途径当然是提升体育课在

升学评价中的权重。 比如日前

云南就将中考体育分提至 100

分，目的之一就是“缓解体育课

被挤占的情况”。 分值提上去

了，体育课还能不重要吗？体育

老师还会一直“病怏怏”吗？

要认识到，体育、音乐、美

术等课程， 在面对主流的文化

课时相对弱势的地位， 不是一

朝一夕形成的， 其中的逻辑过

程依然是需要细致梳理的。 在

以分数为主要评价手段的教育

体系中， 课外运动与备考刷分

的张力是容易天然存在的；音

乐、 美术等艺术课程如果在普

惠制的基础教育中过于强调，

也可能造成家庭的经济负担。

当然，认识这些的目的，在于为

改革寻找更恰当的发力点，毕

竟， 让体育等科目的老师腰板

硬起来不是唯一的目的， 真正

的目的是让教育评价更合理，

让学生能够更健全地成长为大

写的“人”。

◎

易之（原载人民网

10

月

16

日，本报有删节）

喺广州，潮州菜馆、潮州饭馆

大家就听得多喇，咁潮州会馆有冇

听讲过呢？今日小弟特登介绍一下

呢间百年建筑。

广州嘅潮州会馆全称叫做潮

州八邑会馆， 建于清同治十三年

(1874年)，位于长堤大马路。

既然叫得潮州会馆， 咁佢有

啲乜嘢“潮”元素呢？

当然首先系同潮州人有关

啦。

百几年前嘅广州， 因系商贸

重地，所以有好多潮州籍商人来往

做生意，包括嚟自香港、佛山嘅。佢

哋为咗加强联系同埋方便做善事，

所以就夹钱喺广州起咗呢间会馆，

作为一个潮州人聚会、 议事嘅场

所。 后嚟，会馆仲用作潮州人嚟省

城应试科举嘅落脚地方。

再讲建筑风格， 潮州会馆更

加系“潮”到不得了。

最早嘅会馆系由前厅、后厅、

礼亭、中堂及东廊、西廊组成，建筑

融入咗砖雕、石雕、灰雕、彩绘呢啲

潮州建筑特色，其中中堂嘅金箔木

雕就系典型嘅潮州装饰风格，呢啲

金木雕就算历经300年都唔甩色，

工艺认真犀飞利。

不过，因为历史原因，宜家嘅

潮州会馆剩系保留番礼亭同埋中

堂。

虽然潮州会馆宜家比原版嘅

“缩水”咗，但并冇降低佢嘅文物价

值，2002年佢俾政府部门定为广州

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弥足珍贵。

◎

阿六 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