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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弹性上下班”是人性化探索

白

话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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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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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德还涉嫌违法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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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热评

优化生育政策，释放生育潜能

“贪小便宜吃大亏”值得反复强调

点

击广东

适当提升生育率，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

要系统性发力。这其中，取

消社会抚养费自然是优化

生育政策棋盘中的重要落

子，但棋盘之上，还应步步

为营、接连放招，切实营造

更友好更妥帖的生育环

境。

———新京报：《取消社

会抚养费， 顺应现实与民

心之需》

为女性科技人才出台

专门的支持文件， 正是看

到了女性在科学技术方面

的实力和潜力。 正如文件

中提到的“在基础理论、应

用技术、 工程实践等各个

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充分

彰显出巾帼力量”。而这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女生

学不好理工科” 偏见的纠

偏， 有利于消除学科性别

刻板观念。

———中国青年报：《女

生学不好理工科？ 改变刻

板观念刻不容缓》

个人破产制度并非纵

容欠债不还， 而是通过严

格的司法审查程序， 让部

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获得经济上“重生” 的机

会。在“个人破产”案中，法

院既要通过个人申报、上

门调查、 多方核实等手段

权衡负债者的真实承受能

力， 也要依法保障债权人

的合法利益。 值得一提的

是， 只有那些诚实守信的

创业者， 才能获得法律的

支持。 对行为不端的欠债

人和妄图逃脱债务的“老

赖”，个人破产法也明确地

将其挡在制度的门坎之

外， 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债

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利益的

平衡。

通过实施个人破产，

对债权人来说， 无需再费

尽心力、 用尽手段追债追

偿，可以通过破产申请，将

还债压力纳入法治范围。

对债务人来说， 依法免除

一定的债务， 使其避免了

被追讨的压力以及诉讼之

苦， 于精神层面是极大的

救济。

———人民网：《让 “诚

实而不幸” 的债务人获得

“重生”》

◎

木木 辑

7 月 20 日，在“市民

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

对面” 全媒体直播访谈节

目中， 北京市教委主任刘

宇辉说， 本市将结合家长

实际困难和需求， 对中小

学课后服务时间进行优化

调整。 正在考虑通过实行

教师弹性上下班等方式，

缓解校内教师压力（《北京

日报》7 月 21 日）。

调查显示， 我国八成

以上教师认为工作压力

大。 其中，既有备课上课、

批改作业等教学压力，也

有搞评比、 迎检查等非教

学压力。 学校新增课后托

管服务后， 部分教师要拿

出时间、 精力照顾托管学

生， 压力难免会进一步加

大。缓解校内教师压力，应

提上日程。

对此， 北京教育部门

已有相关考虑，譬如，考虑

中小学教师弹性上下班、

引进校外优秀师资等。 其

中，“教师弹性上下班”这

一提法，在网上引起热议。

的确，这是一种打破常规、

大胆创新的思路。

如今， 几乎所有中小

学都要求教师上下班考

勤， 教师即使没有课也得

在学校待着。 这与大部分

企业管理制度没有区别。

这种管理方式当然也有优

点， 比如可防止教师在校

外兼职，影响本职工作。

但这种管理方式的弊

端也不少：其一，没有考虑

到教师的工作特点。 与企

业职工不同， 教师是根据

课表安排来工作的， 无教

学安排也待在学校， 难免

浪费时间。其二，没有考虑

到教师的工作压力。 很多

教师一般都不只带一个班

级，这么多学生，光备课上

课、 批改作业的压力就很

大了， 平时还得兼顾学生

思想教育， 工作中占用下

班时间可谓家常便饭，再

加上家庭事务要顾及，其

压力可想而知。其三，没有

充分考虑到学生利益。 如

果教师休息不好， 综合压

力大， 教学质量难免受影

响。

如果实行弹性上下

班，就有望为教师降压。因

为， 教师可以灵活安排自

己的时间，既能充分休息、

兼顾家庭， 也有更多精力

规划本职工作。 这样既利

于教师身心健康， 也利于

提高学生学习质量。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

课后托管服务将全面实

施。要落实好这项政策，就

必需通过缓解教师压力来

创造有利条件。 弹性上下

班， 便是缓解压力的重要

措施。事实上，近年来已有

企业在实行弹性工作制。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最近也

曾表示， 支持探索对承担

课后服务的教师实行弹性

上下班制度。

“教师弹性上下班”，

其中的“弹性”即“人性”。

对于这一人性化探索，期

待北京率先尝试， 让承担

课后服务的教师先“弹性”

起来。

◎

张海英 教师

呢个星期开始，广州各个区

嘅暑期托管正式开班。

作为家长，听到暑假可以将

“化骨龙”回笼呢个消息，真系举

双手双脚赞成。特别系双职工家

庭，平时返学已经冇时间睇住佢

哋，更何况系成两个月溜溜长嘅

暑假呢！ 以往一放假，啲家长就

头痕，一系将佢哋掟俾爷爷嫲嫲

呢啲长辈帮手凑， 一系掟返老

家。 又或者开始疯狂“报班模

式”，学游水、学画画、学捉棋、学

羽毛球……总之， 对家长嚟讲，

放假期间仲费心神。 有报班嘅，

也要陪同； 冇报班嘅又要睇住。

所以， 呢个官方嘅暑期托管班，

真系嚟得及时。

睇返托管嘅时间同内容，都

非常友好。 一般系从朝早八点半

到晏昼六点左右， 家长完全可以

上班送去落班接返。 而且啲课程

都好吸引。 以小北路小学呢个授

课点为例，无人机、科技模型、科

学发明课程， 据讲好多都系参考

少年宫嘅课程嚟设计嘅。 价钱方

面，梗系吸引啦。呢啲课程一般都

系 50蚊一次，每次个半钟。 最贵

嘅无人机同科技模型课程， 只系

贵多二三十蚊，真系抵食夹大件。

难怪好多家长话，睇到都心郁郁。

暑期托管班已经上咗两三

日，家长个个都话好。 希望托管

班可以一直办落去，让呢啲学生

哥嘅假期更有意义。

◎

阮栩 编辑

刚刚公布的《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

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决定》，从提

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

成本等方面， 明确积极

生育支持措施， 旨在有

效破解“不敢生”“不愿

生”等现实难题。

人口问题可谓“国之

大者”， 生儿育女事关千

家万户和谐幸福。 生与

育， 落到每一对育龄夫

妇、 每一位适龄女性身

上，都是沉甸甸的重量。

近年来， 我国出生

人口数量走低， 人口老

龄化程度加深。 为适应

形势变化，单独两孩、全

面两孩生育政策相继实

施。优化生育政策，仅放

宽数量限制还远远不

够， 更重要的是加强配

套支持措施， 促进生育

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

策同向发力， 切实减轻

家庭后顾之忧， 才能更

好释放生育潜能， 推动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此次优化生育政

策， 不是简单的从两孩

到三孩的数量调整，更

多的是聚焦家庭实际困

难， 对症下药制定解决

方案， 帮助提升家庭发

展能力。

保障孕产妇和儿童

健康， 综合防治出生缺

陷， 规范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应用， 完善生育休

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

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

年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

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

优惠政策……此次出台

的配套支持措施， 涉及

卫生健康、税收、住房、

教育、就业等多个领域，

综合施策，协同发力。

自三孩生育政策宣

布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

已出台具体举措，着力解

决婴幼儿家庭“入托难、

入托贵”、 低龄学生放学

早“无人接管”、暑期“看

护难”等现实问题。

落实好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 让育龄人群孕

得优、生得安、育得好，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 亿万家庭的未来会

更加美好，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将获得

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

◎

吕诺、田晓航

新华社记者

汛期碰上台风固然

很危险， 但只要预警及

时，未雨绸缪，都有望安

全度过。 比如，

“‘查帕

卡’登陆，广东转移超

10

万人， 全省未接到灾情

报 告 ”

（大洋网 7月 21

日）。 当然，在应对极端

恶劣天气的时候， 有关

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

作，其中包括交通管制，

比如

“

7

月

20

日截至

19

时

40

分， 广深珠机场取

消进 出 港航 班 超 千 架

次 ”

（《羊城晚报》7月21

日）。 出行航班的减法，

等于安全系数的加法。

道理简单， 但相关部门

与航企所做的调度与安

置工作，却不简单。

有些简单的道理虽

是老生常谈， 但仍需反

复强调，比如

“贪小便宜

吃大亏”。 “广州白云区

法院提醒： 切勿轻信收

藏品高价拍卖而落入圈

套 ”

（《信息时报》7月21

日），是从案例中总结的

教训，值得人们重视。 很

多人家中都有藏品或者

古董，比如邮票、古币、字

画之类。 很多人潜意识

里也觉得这些藏品应该

值钱。 骗子从中看到了

“商机”，忽悠市民将藏品

委托自己拍卖，然后伺机

收取鉴定费、拍卖费。 可

见，藏品交易应当通过正

规渠道，正规渠道给的价

格可能低于预期，但总不

至于“钱物两空”。

对于贪便宜的家长

来说， 这则新闻值得关

注：

“广州拟发布培训机

构监督管理办法， 禁止

以打折优惠为由超期预

收培训费”

（《南方日报》

7月21日）。 预交的培训

费越多， 消费者权益受

损的风险就越大，比如，

对教学质量不满意，面

临退费难； 培训机构如

果跑路，更是面临“竹篮

打水一场空”。期待相关

制度早日出台。

◎

王川 教师

7 月 20 日晚间， 正当河

南郑州特大暴雨牵动着无数

民众的心的时候， 郑州本土

房企康桥集团发布了“居住

高地， 让风雨只是风景” 的

营销广告。 暴雨当前， 这一

“灾难营销” 行为迅速引发网

友愤怒和谴责， 7 月 21 日早

间， 康桥集团发布“致歉声

明” 称， 已第一时间将广告

删除， 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

免职、 降薪、 降职等问责处

理 （《新京报》 7 月 21 日）。

郑州康桥集团借助暴雨

灾难营销楼盘， 无疑深深伤

害了公众感情。 这则广告不

仅大谈旗下某楼盘高出黄帝

故里多少米， 高出郑州二七

塔多少米 ， 而且言之凿凿

“入住高地， 让风雨只是风

景”。 在本市民众的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威胁的特殊时刻，

这种“炫高” 行为显得不合

时宜， 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

城市地理位置有高低之分，

这是客观事实， 怎么能鼓吹

“高人一等”？ 须知， 生活在

这座城市的每个人， 无论住

在高处还是低处， 都有安居

乐业的权利。 再者说， 在暴

雨灾难面前， 如果不是有关

部门抓紧排涝， 恢复水电、

交通等设施， 纵然“住在高

地”， 恐怕也没有心情拿风雨

当风景。

事实上， 类似的“灾难

营销” 不乏先例。

这些“灾难营销” 大多

以企业道歉了事。 如此“自

罚三杯” 显然不足以树立企

业的底线思维， 才导致“灾

难营销” 时有发生。 或许在

一些企业看来， 无论是好名

还是骂名， 反正是出了名。

可见， 要从根本上遏制“灾

难营销”， 除了监管部门约谈

批评， 更需提高违法成本。

广告法规定： 广告不得

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

社会良好风尚。 违反规定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发布广告， 对广告主处二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可以

吊销营业执照， 由广告审查

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

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

请； 对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

布者，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没收广告费用， 处二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可以吊销营

业执照”。

“灾难营销” 不只是无公

德， 还涉嫌违法。 有关部门

有必要依法查处， 以案普法，

对企业形成有力震慑。

◎

张淳艺 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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