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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论焦焦

教室装摄像头是舍本逐末

谋天下图

言论微微

3月14日，武汉上演了一
场“滚床单大赛”。参赛者必须
是情侣，以任意姿势滚过15米
长的床单；用时最短者获胜。
4对身穿奶牛、喜羊羊等搞笑
玩偶服装的情侣相拥一起“滚
床单”，各种滑稽搞笑的姿势惹
得游客捧腹大笑。

身处娱乐时代，无论你做
哪个行当，都是“酒香也怕巷
子深”，为吸引公众眼球，让别
人驻足，刷下自身存在感，商
家们也是“蛮拼的”。武汉上
演的这出“滚床单大赛”，充分
满足了旁观者的猎奇心理。
近几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各
种“逆天”的炒作，一些商家为
了让自己用最少的钱达到最

大的宣传效果和商业利益，早
已将“节操”默默放在边上。
商人重利很正常，对于不顾一
切想赚钱的商家，若把希望寄
托于商家的良心发现和自我
反 省 ，显 然 是“ 热 脸 贴 冷 屁
股”，一厢情愿的事。“滚床单
大赛”这样的活动能公然举
行，折射出监管的严重缺位。
商业活动是应该有其底线的，
这种底线不能完全寄希望于
商家的良知和坚守，更体现在
外界的约束和规范。当下，最
紧迫的是明确商业活动的底
线，并对越线的行为进行规
制，如此才能让毫无“节操”的
商业炒作没有可乘之机。
谢松波 文 图片来自网络

滚床单大赛

□汪昌莲

虽然教育部早就明文规定
清退和取消代课教师，但始终禁
而不止。到目前为止，根据调查
测算全国仍有代课教师20多万
人，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小学。代
课教师工资不等，多的月工资在
1300～1400元，少的只有几百
元。（3月16日中国新闻网）

清退和取消代课教师，已经
执行了好多年。但现实情况却
是，各地均走进了“清退——聘
用——再清退——再聘用”的怪
圈；以至于时至今日，全国仍有
代课教师 20 多万人，肩扛着农
村教育的重担。可见，代课教师
这个尴尬群体，像割不完的韭菜
一样，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疯狂
地生长。

代课教师虽然对农村教育
贡献很大，但由于他们属于地方

用工行为，财政不予保障。尽管
国家执行了“代转公”政策，逐渐
清退和取消代课教师，但各省空
余编制很少，很多地方甚至已经
超编，代课教师的编制问题很难
解决。他们的月薪大都只有区
区几百元，劳动缺少体面，生活
举步维艰。特别是，他们大都招
之即来，挥之即去，随时有被清
退的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甚
至人格得不到尊重。

可以说，代课教师的工作、
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他们成了教
师队伍中真正的弱势群体。然
而，只有他们才愿意扎根偏僻贫
困的农村，承受着政治、生活待
遇严重偏低的艰辛；他们在贫瘠
的土壤上辛勤地耕耘，撑起了农
村教育的一片天地。有的代课
教师，虽然一干几十年，且教学

出色 把最美好的时光交给了农
村教育事业，却看不到“代转公”
的希望。可见，从某种意义上
讲，代课老师，已沦为农村教育
的一名“长工”。

因此，清退代课教师，不能
“割韭菜”。代课教师理应受到
社会和公众的尊重，他们的合法
权益理应得到更好的保障，他们
的生存状况理应得到更多的关
注。各地教育部门，要妥善处理
代课教师的去留问题，落实相关
待遇，给予必要的关爱。特别
是，要改变农村贫困地区教育面
貌，留住农村贫困地区教师，让
代课教师体面劳动，相关制度设
计应考虑得更加周到。毕竟，让
代课教师当“长工”，不是公平正
义的结果。

清退代课教师不能“割韭菜”

近日，吉林省吉林市的市
民发现，在吉林大街上多了30
多个绿色盆景花卉，可仔细一
看，原来是塑料制的假“油麦
菜”。有网民质疑这种形式主
义，但也有网友称，在寒冷的北
国，假绿色盆景为灰蒙蒙的城
市增添了一片绿色。

薛智之0616：是不是形式
主义，要看城市绿化、美化的基
本定位，如果增添一片绿色仅
是为了美化城市，而非真正意

义上的绿化，这样以塑料“油麦
菜”搞绿化的行为，充其量也是
一种美化城市的行为，并不为
过。

古道西风-瘦驼：当今社
会中，机动车是城市废气、尘土
等的主要流动污染源，所以城
市道路绿化的意义不仅是为了
美观，更多的是一种卫生防护
作用。由此看来，看似“一劳永
逸”，为道路“添绿”的办法反而
失去了其本初的意义。

塑料“油麦菜”

近日，呼和浩特一家影
院的观众，在电影即将开始
时，被告知不寄存外带食品
就不能入场。法律界人士认
为，影院谢绝外带食品是强
加给消费者的霸王条款，当
地工商部门也表示应予以制
止。

辽王海臣：此类“霸王条
款”有些含混，我看应一分为
二对待，对于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如禁止外带是为
内部销售谋利的行为，须“一

刀”废除；对于为维护影院内
清洁卫生方面的，有些“霸王
条款”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
改进完善，如有异味食品影响
环境和他人的“禁”带、对乱扔
食品等垃圾的进行处罚会更
好一些。

迟到的珍惜2014：影院和
观众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法律主
体关系。影院自售的商品价格
大多高于影院外商店的同等商
品价格，只允许购买影院自售
食品的规定难免会有“店大欺
客”的嫌疑。

电影院谢绝外带食品

陈祥 整理

12日上午，在洛阳高新热
力有限公司，一条条“红旗渠”

“中华”“芙蓉王”等名牌香烟被
丢进锅炉炉膛，瞬间被燃烧。据
统计，当天洛阳市城区烟草专卖
局共销毁假烟2.3万条，标值约
175万元，这是该局第二次采取
此种方式处理查处的假烟。（3月
13日《大河报》洛阳新闻）

假烟在质量上毫无保障，损
害消费者权益的同时更会扰乱
市场秩序，存在诸多隐患，对查
获的假烟进行销毁是为了净化
市场，是件好事。而烟草专卖局
销毁假烟采取了更为环保的销
毁方式，这样一方面能减少对环
境造成污染；另一方面能将假烟
变害为宝，转化为热能造福于

民，真是好处多多。
以往有的职能部门在对各

类假冒伪劣商品进行销毁时习
惯采取“火攻”法，在职能部门看
来，这样销毁问题商品除了方便
省事外，而且场面震撼，能充分
展示打假成果，因此乐“烧”不
疲。可细细想来，实在是危害多
多。垃圾实则是放错地方的财
富，问题商品虽存在一定的危害
性，但商品本身是“无辜”的，就
这样被白白烧掉，宝贵的资源也
随之灰飞烟灭，这样无疑会造成
巨大的浪费。同时焚烧问题商
品还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这无
疑是与低碳生活、倡导节俭的理
念背道而驰。

环保销毁假货固然是好

事，但环保销毁不能只是某一
个职能部门的一时之举，而应
该形成制度共识。政府应考虑
出台明确规定，要求各个职能
部门在处理问题商品时不能简
简单单一烧、一埋了之，应采用
更为环保的处理方式。比如通
过招标方式，交由专业公司进
行处理。问题商品分门别类，
本身并无质量问题，可以在销
毁其侵权标志后，将其捐给困
难群众；有的存在质量问题，也
可以“回炉”用来造纸等再利
用；即便有毒有害商品，销毁时
也可以让其“顺带”着发电。这
样既能避免浪费，变废为宝，又
能有效保护环境，消除安全隐
患，可谓一举多得。

□朱慧松

□陈祥

3月13日，有市民拨打热线
称，洛阳市第二中学的教室里安
装了监控摄像头，学生的情况通
过监控摄像头对家长和老师全
天直播！记者走访发现，家长只
需下载软件然后注册，就可通过
监控摄像头查看孩子在教室里
的一举一动。此事在网上引发
讨论（3月14日《洛阳晚报》）

不久前，河北某中学实行
“教师随班办公”模式，班主任通
过办公室窗户能够零距离随时
观察每位学生，随时掌握班级动
态，这一模式在网上引起很大争
议，而这次洛阳市第二中学在教
室安装摄像头，实则是“教师全
程随班办公”模式的“升级版”。

教室该不该安装摄像头？
安装摄像头的好处显而易见：对
学校来讲，摄像头不仅可以规范
教师的教学行为，对学校的安全
也是大有裨益；对教师来讲，摄
像头有利于维护班级秩序；对家
长来讲，通过摄像头可以及时掌
握孩子在学校的最新动态。然
而摄像头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

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就像
电影《楚门的世界》里的楚门那
样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这样对
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在教室安装摄像头就像是成人
世界伸向孩子世界的大手，粗暴
地干涉着孩子的隐私。

有人说，教室属于公共场
所，不存在侵犯学生隐私。其实
不然，隐私一般是指本人不愿让
他人知道和干涉自己的私人生
活，隐私权就是要保护公民期望
保护的隐私，不分是私人场所还
是公共场所。学生在教室活动
的时间很长，如果学生长期处于
这种重压状态，对孩子健康成长
也是不利的；再则，洛阳市第二
中学的监控视频只要家长注册
就可以看到，然而学生家长众
多，一些有“窥视欲”的家长在关
注自己孩子的同时也会关注别
人的孩子，监控视频的粗放管理
会让学生隐私泄露的风险增大。

教室安装摄像头是一把“双
刃剑”，在给学校和家长带来好
处的同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

显而易见的。摄像头带来的好
处可以用其他方式实现，例如学
校可以通过在学校门口、走廊等
关键地方安装摄像头，在兼顾校
园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学
生隐私；家长也可以通过多与孩
子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状况。
然而安装摄像头带来的负面效
应则是通过其他手段无法弥补
的，从利弊方面考量，教室里的
摄像头不应该装。

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学生怎
样学习，而摄像头“监视”下学
生更像是被“看管”着在学习。
学生是独立的个体，如果将教育
简单地理解为看守，即使孩子学
习成绩再好，培养出一个没有独
立人格的人相信不是家长所
愿。科技改变了家长和老师、孩
子的沟通方式，但不变的应该是
孩子健康成长的共同愿景，电影

《楚门的世界》中，当楚门得知自
己处于被监控中时，拼命地想逃
离被监控的世界，我们爱孩子，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像楚门
那样，不是吗?

环保销毁要有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