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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征

河北省“衡水市一中学假期从
早到晚上网课”事件经报道后，1
月 30 日，衡水市教育局发布通知
称，重申寒假期间中小学停止线上
教学。据此前报道，有自称河北省
衡水市第二中学学生的人反映称，
寒假期间学校安排了网课的作息
表，课程从早上 5点半一直上到晚
上10点 （2 月 2 日澎湃新闻）。

因为疫情原因，中小学教师只
能进行网上教学活动，而这种网上
教学活动，是指到了开学时间而学
生没法到校学习的情况下，不得不
采取的，并非指假期里的线上教学
活动。假期里的线上教学与假期里
线下教学并无二致，是典型的权力
侵害权利的违规行为。

毋庸置疑，假期是属于学生个
人的，除了完成定量、有限的假期
作业，其他时间应该由学生自己掌
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权力予
以剥夺。“假期”，顾名思义，就是
有别于在校期间的一个放松身心的
时间段。假期，意味着休整，意味
着养精蓄锐，意味着增长学校课程
以外的知识与能力。放松身心，锻
炼身体，了解社会以丰富阅历、拓
宽视野，增强生活自理能力与生存
能力，做义工志愿者增强服务别人
的观念与意识，与家长沟通交流、
一起郊游、爬山、欣赏音乐、制作
手工作品等，都应该是假期的应有
之义。假期，不能演变成“第三学
期”，更不能异化为线上、线下教
学辅导的“怪胎”。

相对而言，学生是弱势群体，

其休息权利很容易被学校权力侵
害，而假期里肆意线上补课行为，
就是侵害方式之一，对此，学生只
能屈从。本来是假期，却逼迫学生
每天在家按照学校作息时间上课，
只给学生 20 分钟时间吃饭，如此
作为，这个寒假还能称其为“假
期”吗？这样的“假期”还有什么
意义？

假期就是假期，假期不是学校
教学活动的延伸，更不是校方提升
教学成绩以助长自我虚名的功利良
机。再说，教师假期里网上教学，
不会白干吧？在教育经费支出账目
日渐清晰的情况下，教师的这种教
学补助从哪里出？会不会最终落实
到学生头上？倘若如此，是否属于

“乱收费”？尤其是，倘若向学生收
费，这种线上补课行为与“在职教

师违规补课”有何区别？那样的
话，事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处理
起来就不能仅仅当作一般违规事件
来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与线下教学活
动相比，线上教学更具有隐匿性，
也更不容易被发现，且常常被校方
以“在网上给学生答疑解惑而非正
常上课”来遮掩，所以，要纠正假
期线上教学活动，不能仅仅指望学
生举报，教育主管部门还应负起责
任，依靠抽查、暗访等方式来发现
问题。

当然，要彻底纠正假期线上补
课行为，只是出台红头文件、进行
暗访还不行，还必须让学校负责人
以及当地教育部门的不作为者付出
代价。否则，风头一过，假期线上
违规补课行为还会继续进行。

警惕假期线上补课的违规行为

易其洋

我国的消费水平和品质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
现代科技、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
着巨大的增长空间。消费特别是居
民消费，是潜力最大的内需，要顺应
消费升级趋势，全面促进消费，增
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说起消费，不由得想起一个场
景：早上上班，电梯里，一女同事
一手端手机，拇指刷屏，一手端一
杯咖啡，杯上写有 8个字：有福同
享，有肉同胖。一大早，不喝开水
不喝茶，而是喝咖啡，是许多年轻
人的习惯，背后则是消费市场、消
费结构的变化。以前，兄弟盟誓，
夫妻结心，常说“有难同当，有福
同享”，现在，年轻人已很难体味
爷爷奶奶口中的“饿肚子”“吃不
饱”是啥滋味，我国惯常流行的

“吃苦文化”也越来越不被人接
受，代之而起的是消费文化、享受
文化、体验文化等。

现如今的年轻人或者说越来越
多人，不是愁“吃什么”“有没
有 ”， 而 是 愁 “ 怎 么 吃 ”“ 好 不
好”。对于爱美如命的“女生”来
说，更在意的是怎么才能既大饱口
福，又能不“惹膘上身”。于是，

就算吃肉，闺蜜们也要约好“有肉
同胖”——不是怕我不能胖，而是
怕 只 我 一 个 人 胖 。 这 样 的 “ 口
号”，反映的是变化了的生活方
式、消费习惯，动力则是人们对高
质量生活的追求。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外部需
求波动显著的情势下，全面促进消
费，就得让内需消费的引擎作用更
加强劲。而影响消费的，概而言之
有三：一是消费能力，二是消费意
愿，三是消费环境。对症下药，全
面促进消费，就要做好三篇文章：
能消费、想消费、敢消费。

消费就是花钱购买商品或者服
务，一般而言，钱多，消费能力就
旺。要让大家能消费，首先口袋里
得有钱。要有钱，一是得有活可
干，有业可就。没工作，别说扩大
消费了，社会稳定都成问题。这也
正是“六稳”“六保”都把就业放
在首位的原因所在。二是要让老百
姓的劳动更值钱，而不是“付出太
多，得到太少”。要进一步调整收
入分配格局，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
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
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率先形成“橄榄
型”的社会结构。三是要提高社会
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教育、医

疗、住房、养老等刚性支出，个人
花钱太多，哪敢消费？要突出民生
导向，补齐民生领域存在的短板，
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激发内需
活力。

有钱了，却不愿意消费，这听
起来有些矛盾，实际上不是。一
则，中国人长期社会保障缺失，养
成了存钱自救的习惯，改变有个过
程。二则，我们的好多产品和服
务，已经无法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
方面，不敢消费，供给就无从实
现，没有供给，需求就没法满足。
此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
在提“需求侧改革”，这其实是一
个问题的两端。释放消费潜力，产
品适销对路是前提。这些年，许多
人连电饭煲、马桶盖也到国外抢
购，暴露的正是供给体系与国内需
求无法适配的问题。

就我们宁波来说，一些企业常
年供货海外，欧美市场的高标准、
严要求塑造了“宁波制造”的产业
优势，这也是我们扩大内需的底气
所在。我们的企业要在巩固和扩大
国际市场的同时，顺应居民消费升
级的趋势，全面推动商品优化升
级，让“宁波制造”转化为国人的

“买买买”。新型消费，像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运动健身、休闲娱
乐、网络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
费等的增长，是生活水平提高和科
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扩大新型消
费，关键是推出一批适销对路的产
品和服务，培育发展消费新模式新
业态，把一些消费需求潜力充分激
发出来。

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堵点是消
费能力。在保障和提高消费能力的
同时，还要认识到，营造让人放心
和舒适的消费市场和环境，让消费
者敢消费也是重要内容。这些年，
假冒伪劣产品少了好多，但产品品
质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服务水平
低下的报道，时常见诸媒体，消费
者花了钱却受气的现象并不少见。
解决之道，一是商家、店家要善于
捕捉新消费、新需求的火花，不断
提高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二是监
管部门要敢为有为，创新消费维权
机制，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放心大胆、心情愉悦地掏
钱消费。

“有肉同胖”与扩大内需
卢玉春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政府“干的
事”，被媒体称为报告中暖心又给
力的九句话之一。笔者认为，这是
对群众的庄严承诺。

群众“盼的事”，可能是“小
事”。从各地政府问政平台上看，
群众关注的，往往是与他们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
小事。比如，小区附近菜市场太
远、公交车太少、公厕太脏、建筑
施工噪声太扰人……

群众“盼的事”，可能是“急
事”。孩子入园、老人看病、老小
区雨季积水等，是等不起、慢不
得，群众急于盼着政府解决的现实
问题。

群众“盼的事”，可能是“难
事”。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这里面，涉及方
方面面，哪项不需要财政资金投
入，又哪件不需要政策法规来保
障？

当然，群众盼着解决的“小
事”“急事”“难事”，是相对来说
的。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政府

“干的事”，至少应注意“三忌”。
一忌“贪大”。推进城市发

展，政府自然少不了干一些前瞻性
的大事，但不能好大喜功、劳民伤
财，热衷于“面子工程”“政绩工
程”，不切实际地上所谓大项目、
大工程。俗话说，有多大能力吃多
大饭。首先着力干好群众盼着解决
的“小事”，才是政府应有的执政
理念，而不是哗众取宠干那些被群

众普遍非议的“大事”。
二忌“画饼”。最近，电视剧

《山海情》 热播。剧中有段人物对
白：“政府老说未来未来，未来这
个好未来那个好，未来是啥嘛，未
来就是还没有来嘛，啥时候能来，
谁又能知道呢。”政府部门制定政
策，不能盲目设定目标，只是“看
上去很好”，落实起来“雷声大雨
点小”，结果成了“短命政策”“僵
尸政策”，最终伤害的是政府部门
形象和公信力。应竭力避免给群众

“画饼”，只有深入群众中调研，广
泛听取民意，把“政府意愿”和

“群众需要”更好地统一起来，政
府“干的事”才会真正是群众“盼
的事”。

三忌“畏难”。难与易是动态
变化的。难的事，只要敢破，它就
不难，如果久拖不干，就会难上加
难。反之，容易的事，只要不干，
也会变成难题。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一直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这里要
特别提一下，我们宁波的地面公
交。据《2020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
通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度，宁
波地面公交出行幸福指数最高，为
76.39%。为解决城市拥堵问题，地
面公交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
别是微公交、定制公交，满足了群
众出行个性化需求，受到普遍欢
迎。有困难不怕，关键看想不想破
难、敢不敢破难、能不能破难。

把群众“盼的事”变成政府
“干的事”，关键在干、在落实。拿
出钉钉子精神，一件一件去干，实
实在在去干，以群众认可的成效，
惠及群众、取信于群众，这就是最
大的政绩。

群众“盼的事”
与政府“干的事”

朱泽军

曾获“浙江省道德模范”称号
的娄逢理带领 10多位志愿者，来到
宁海县岔路镇王爱山岗高塘村，为
当地老年村民换水龙头、修抽屉、
整理地面、搭建洗菜台…… （1 月
29 日 《宁波日报》）

如今，物质条件日益丰富，
老年人多衣食无忧。然而，在日
常生活中，当他们遇到电灯不亮
了 ， 电 视 看 不 清 了 ， 门 锁 不 灵
了，窗户关不住了，自来水龙头
渗漏了，马桶堵塞了等琐事时，
往往无能为力。前些天，笔者熟
悉的一位退休前辈，赴原单位参
加新春团拜会。会后，兴冲冲去
门卫室领取年货。当看到十多公
斤重的一袋大米、数公斤沉的食
用油时，不禁眉头紧锁，因为拎
不动呀。这对中青年人来说，轻

而易举，但对一些老年人来说，
就成了一件烦心事，就是一座难
以逾越的大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每一
个人都会步入老年，不可避免地会
遇到同样的问题与困难。敬老是人
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必然是
一个有责任、有希望的社会。敬
老，是一个既宏观又十分具体和现
实的问题。一方面它离不开党和国
家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的支持，另
一方面也需要有关部门和人员增强
为老年人贴心服务的自觉意识，以
及社会不同群体实实在在的具体行
动。应通过公共服务的主动与细
致，创新方法，用心去做，不搞形
式、不走过场、不摆花架子，满足
老人们的真实需求，从而将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渗入社会生活的角角落
落。

关爱老人多从细微处着手

朱晨凯

记者年前暗访餐饮企业发现，
宁波一些酒店宾馆“文明餐桌”行
动有点松劲，未专门配公筷公勺，
食物浪费等现象依然存在 （2 月 1
日 《宁波日报》）。

过年是餐饮业传统旺季，越是
这样的时期，越能看出“文明餐
桌”的推行效果。记者暗访的旅游
饭店和品牌宾馆尚且在“文明餐
桌”行动上打折扣，那么一般的社
会餐饮就更让人担忧：在“吃”这
件事上的文明习惯，许多人还未养
成，“文明餐桌”行动任重道远。

“文明餐桌”行动为啥松劲？
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行动未能得到积极和及时的回应。
一种新行为，对应的积极回应越快
速，该行为越容易持续，习惯也越
容易养成。比如一些孩子热衷玩游
戏，因为每玩一局游戏，能够立刻
获得输赢带来的感受反馈；再如成
年人嗑瓜子，每嗑一粒瓜子，能迅
速获得一粒“瓜子仁”的回报。所
以游戏玩起来常常没完没了，瓜子
磕起来也一时半会停不下来。反
之，像通过健身跑步来强健身体，
你若单单出入几趟健身房打打卡，
一天两天肯定看不到啥效果，就很
容易失去耐心，不再坚持。

要让“文明餐桌”的理念深入
人心，变成好习惯，积极和及时的
回应不能缺位。以“倡导使用公
筷”为例，推行伊始效果好，因为
回应是积极和及时的。时逢新冠肺

炎疫情，公众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
度高，各种餐饮场所的管理主动性
强，既有“这样做健康”的认知回
应，也有一些餐厅推出的“使用公
筷可打折”这种物质回应。有持续
的回应，选择使用公筷的人多了，

“倡导使用公筷”推行起来就“顺
水行舟”。但也应认识到，当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打折活动结
束，原有的回应逐渐“剥离”，若
没有新的回应注入，新习惯就缺乏
韧性。

心理学家指出，当某种行为重
复次数多了，它就会从有意识变成
无意识；当某种思维重复次数多
了，它就成了某种习惯。“文明餐
桌”“垃圾分类”等习惯养成，也
遵循着这个规律。可见，“重复次
数多”是养成习惯的前提，而及时
的回应，则是“重复次数多”的一
种必要条件。践行“文明餐桌”理
念，对愿意践行的人，提供足够多
的回应，持续久了，重复次数多
了，习惯也就慢慢养成了。

“文明餐桌”行动松劲，很大
程度上是公众看不到践行“文明餐
桌”的回应：不用公筷没人劝阻，
用公筷也鲜有激励，那用不用都无
所谓，原来该咋吃现在还咋吃；剩
了这么多菜没人打包，好像也没啥
人过来提醒，那就甭麻烦了，早点
结账走人。换个角度想，当每个个
体看到文明习惯是有及时且积极回
应的，做比不做更好，回报更多，
那么愿意去做的人就越多，就越容
易形成文明共识。

让践行“文明餐桌”者
获得更多积极回应

苑广阔

2 月 1 日晚，“人民文学出版
社”微信公众号发布致歉信称，出
版社文创部此前推出新年礼盒《五
福迎春·人文年礼 2021》 中“有
一个错字”，“我们为这次严重的工
作失误向各位顾客致以诚挚歉意，
并深刻反省”。出版社表示将全线
下架错版 《五福迎春·人文年礼
2021》，并对买到错版产品的顾客
进行退款等方式补偿 （2 月 2 日澎
湃新闻）。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这款
文创产品中，本来是选择了著名书
法家启功先生的五个“福”字，结
果却选进去了一个疑似“祸”字。
事情被曝光以后，网友们关注的焦
点，并不是“人文社”的这个错

误，而是其随后的道歉。
“人文社”发布的这封道歉

信，以及后续采取的弥补措施，可
以说赢得了网友们的一致肯定，被
网友称为“教科书式”的道歉，甚
至有网友为这样的道歉所折服，乃
至主动为“人文社”开脱，认为作
品 有 “ 福 ” 有 “ 祸 ”，“ 福 祸 相
依”，祝福之中带有警示意义，更
显珍贵。

“人文社”的道歉以及为错误
采取的弥补措施，到底有什么过人
之处？首先是态度十分真诚，反省
十分深刻。“人文社”坦诚地承认
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任何辩
解，而且还承认“对书法缺少专门
研究”，所以才导致了“严重的错
误”。既然是道歉，态度诚恳是第
一位的，没有一个诚恳的态度，道

歉就成了一种敷衍。
其次，补救措施十分到位。

“人文社”在承认错误、诚恳道歉
的基础上，郑重承诺，全面下架出
错产品，对已经付款，没有发货的
消 费 者 ， 将 调 换 为 正 确 版 本 发
货；对已经付款，收到出错产品
的消费者，想退款的，无条件退
款，而且出错的产品不用退回；
不想退款的，重发正确版本的产
品 ， 同 样 不 用 退 回 原 产 品 。 最
后，对于不选择退款的顾客，还
可以在原购买平台联系客服申请
补发一个大的启功福字 （印章烫
金版），同时还将附赠“网格本”
笔记本一本以表歉意。

“人文社”的道歉和补救措
施，可以说既有态度，也有实际行
动，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

顾及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才赢得了
网友的一致点赞。反观近年来一些
企业或个人的道歉，因为缺乏诚
意、敷衍塞责，频频被网友吐槽和
诟病。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年
前“全棉时代”因为一则涉嫌歧视
女性的广告而被迫作出的道歉。在
这则道歉声明中，“全棉时代”用
了大量文字和篇幅回顾企业的创办
历程，包括介绍公司创立初衷、专
利技术、质量把控、原料选材、公
益活动，硬生生把一封道歉信弄成
了自我吹捧的“表扬信”，结果是
广告翻车，道歉也翻车，对企业形
象和信誉带来了更大的损害。

相比之下，“人文社”的这次
道歉，才是道歉的正确打开方式，
也值得其他企业、公司以及个人学
习。

“人文社”的道歉为何能够获得网友点赞

无

题

丁 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