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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奥斯卡餐饮有限公司（花田煮火锅连锁店）招聘
1.服务员20人，工资：底薪（2300元-2800元）+全勤奖（200元）+绩效奖+提成+奖金+包吃住。

2.后厨切配8人，工资：底薪（2300元-2800元）+全勤奖（200元）+绩效奖+奖金+包吃住。

3.洗碗工和保洁各6人，工资：底薪（2000元-2600元）+全勤奖（200元）+绩效奖+奖金+包吃住。

工作时间：上午：10：00—14：00；下午17：00—21：30，每月休三天。

联系人：0371-53789267 崔老师13683718692（手机号同微信）周经理13592227801（手机号同微信）

邮箱：634349648@qq.com地址：郑州市管城区东太康路大上海城六楼

广告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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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刁沟村拆迁改造
安置区用地起坟公告

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办事处刁沟村全辖区于2014年8月份被定为棚户区拆迁改造项目，因
拆迁需要，在刁沟村大桥东（过去河）刁沟2组、3组、9组地界内的坟墓必须抓紧迁移，为确保此
项目顺利进行，现请上述范围内的墓主后人（代表）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携带身份证或有效身份
证明材料，到刁沟村委会办理起坟相关手续，该公告刁沟村委会会在大河报和郑州晚报上刊登，
如有在登报日期一个月内无人来认的坟墓，将一律作为无主坟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13937177270、13598069389、13663003788、1383829356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
10月20日10时，在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开封市金明
区人民法院），对位于郑州市航海西路166
号茜城花园2号楼4单元4-5层61号房
产进行进行公开拍卖，有意者可登陆以上
网址参加竞买。

特此公告。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今日评论 关键词 初心

人生至乐是初心
他是画家李海敏，42岁，身高1

米48，来自福建古田县；她是幼教老
师费永玲，38岁，身高1米25，来自山
东章丘。同是袖珍人，因“星星的孩
子”两人相知并结缘，他们利用身高
优势和各自的特长，与孩子们打成一
片。近日，相互倾心已久的两人步入
了婚姻的殿堂，他们表示，在未来的
日子里，将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馈特
殊教育，继续牵手守护“星星的孩
子”……

一个是“海敏哥哥”，一个是“玲
玲姐姐”，在那些“星星的孩子”眼中，
似乎更愿意将两位“袖珍老师”看作
自己的玩伴。对于孩子来说，接纳为
玩伴无疑是高度的信任与肯定，两位

“袖珍老师”自然知道这样的道理，李
海敏因此自豪地说：“感觉和孩子们
在一起，我们似乎永远都不会老。”

“星星的孩子”虽然有一个诗意
的名字，但他们寂寥的诗意却带着
淡淡的忧伤，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
遥远地冲人们一闪一闪眨着眼睛，
却不肯轻易与人说话和交流。两位

“袖珍老师”之所以能与“星星的孩
子”打成一片，固然有身高上与生俱
来的“玩伴优势”，但更重要的因素还
在于，他们能始终保持一颗真挚的
童心。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不仅
能使“星星的孩子”感受到关怀与温

暖，同时也能使“袖珍老师”体验到幸
福与快乐——当他们心无旁骛快乐
嬉戏的时候，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
单。

豪放派词人苏轼曾写下一首文
风不同以往的诗作——庐山烟雨浙
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无
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首诗里
面，少了些许“大江东去”的恢弘气
势，却多了几分欲说还休的婉约含
蓄。据说参禅有三重境界：见山是
山，见水是水；修为提高之后，见山不
是山，见水不是水；待到物我两忘，依
旧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苏轼写这
首诗的时候，毫无疑问属于第三种
情况，这种阅尽沧桑后的豁达与坦
荡，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人生难得是初心，世间至乐是清欢。
因此，诗人纪伯伦才会哀叹：我们已
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了为什么
而出发。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两位
喜结良缘的“袖珍老师”不仅是幸福
的新人，更是生活的智者，因为他们
始终保有一颗纯真的童心。拥有超
然于物质之外的豁达开朗，不仅是
孩子们乐意接受的玩伴，更是成年
人所为之心动的人生态度。

据统计，儿童自闭症已占我国精
神残疾首位，目前我国自闭症患儿
数约为164万人，大约每千名儿童中

就有1名。在医学还难以根治自闭
症的当下，让那些“星星的孩子”真正
感受到关怀和温暖，是治疗自闭症
的良药。尽管自闭症的病因还是个
谜，但却可以通过后天的护理和关
怀让孩子告别自闭症。当然，自闭
症的康复是一个长期的治疗训练过
程，而且相当消耗护理人员的时间
和精力，带领这些“星星的孩子”走向
美好未来，不仅需要家长付出更多
爱与责任，同时也离不开整个社会
的关怀和帮助。“袖珍老师”的可贵之
处，不仅在于为“星星的孩子”提供专
业辅导，更在于以一种平等的姿态
和心态告诉他们——你们与其他孩
子没有任何不同。实际上，多数自
闭症儿童没有任何身体发育问题，
他们所欠缺的只是正常交流，拥有
这样体贴入微、亦师亦友的“玩伴”，
无疑有助于那些“星星的孩子”尽快
融入社会。

在向“袖珍老师”的工作致以敬
意的同时，他们至真至纯的生活态
度更令人艳羡不已。童真之所以让
人感觉美好，不仅是因为曾经拥有，
更是因为恍如隔世。在我们为了生
活努力打拼之余，如果能以一颗纯
真的初心去聆听世界，不仅能听到

“星星的孩子”在喃喃细语，而且也能
在不经意间发现更多生活之美。

近日，浙江金华人的朋友圈中都被这样一条消息给
刷屏了：金东区实验小学让家长告别检查作业，不再让
家长为孩子作业签字。原来近日金东区实验小学发出
一份公约《让家长告别检查作业——实验小学教师公
约之作业篇》。里面提到说“认真批改作业，是每一位
老师的基本职责！……取消规定家长为孩子家庭作业
签字的要求……”

张立美：小学主动取消家
长在孩子作业上签字，孩子的
作业也不用家长检查，这不只
是直接减轻了家长的负担，更
重要的是厘清了家长与老师的
各自职责和角色分配，也让学
生的家庭作业回归考查学生学
习成绩和动手能力的本职功能
上来，实质上是回归教育常理、
教育规律。

老师给学生布置家庭作
业，这本身就决定了检查和批
阅学生作业的主角只能是老
师，而不能是家长。家长检查
孩子的作业和在作业上签字，
无疑是抢了老师的本职工作。
另一方面，最关键的是，家长承

担的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功能，
在家庭教育中，关心孩子的身
心健康比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
更重要。取消家长在孩子作业
上签字，可以有效改变当下家
庭教育只剩下“陪孩子写作业”
的不正常状况，能让父母有更
多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花在
孩子的健全人格、品质道德等
方面的培养上，让孩子健康成
长，真正发挥出家庭教育应有
的功能和作用。

总而言之，为小学取消家
长在作业上签字叫好，这应当
成为中小学教育的常态，彻底
终结家长在学生作业上签字的
不正常现象。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观点圆桌
童真之所以让人感觉美好，不仅是因为曾经拥有，更是因为恍如隔世。在我们为了

生活努力打拼之余，如果能以一颗纯真的初心去聆听世界，不仅能听到“星星的孩子”在
喃喃细语，而且也能在不经意间发现更多生活之美。 （详见今日本报AⅠ·08、09版）

随着网络外卖行业的快速发
展，只需要手指一点，食客很快就
能享受到美食。几天前，长沙的
余女士也通过外卖平台点餐，因
对选购商品不满意，给打了差评，
可没想到却遭遇了“飞来横祸”，
手被打骨折、两个脚被打伤，丈夫
也被打进 ICU，医生曾下达病危
通知书，好在经过抢救后，现在生
命体征暂时平稳。

当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网购已成为一种较为普及
的生活方式，也因此会有很多消
费者对所购产品或服务做出评
价。

平心而论，网购平台的“差
评”也好，投诉也罢，只要是消费
者基于自身感受和体验所作出的
评价，其本质上都是消费者表达
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的一种
手段。按照常理来说，网络商家
要想得到消费者的“好评”，就应
在产品和服务上做好文章。然
而，不得不说，在利益的驱动下，
很多网络商家不是以信得过的产
品质量、过硬的服务去赢得消费

者的“好评”，而是以好评返现，甚
至威逼利诱的方式阻止消费者的

“差评”。
近年来，网购中卖家恶意报

复、骚扰和纠缠消费者的事件屡
见不鲜。商家的“任性而为”不仅
对日益旺盛的网络消费造成危
害，社会公义亦受到挑战，有效消
除此类现象，已成为必须高度重
视、认真解决的社会问题。

对此，首先平台方作为把关
人，显然要提高准入门槛，并通过
提高违规代价让获得差评商家不

敢轻易报复消费者。其次，监管
部门应尽快完善配套法规和业内
管理办法，让恶意恐吓、殴打等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卖家在立即丧失
电商资质的同时，受到法律的制
裁和社会谴责。只有用法律和规
则保护消费者网购的差评权利，
互联网经济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当然，对那些通过恶意差评
来威胁和敲诈商家的“职业差评”
或“同行差评”行为，则不仅不该
保护，同样应依法严厉打击。

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差评权”
□祝建波 文 朱慧卿 图

观点1：取消家长签字应成教育常态

苑广阔：站在学校的角度
来说，叫停家长签字确实是一
种值得肯定的进步，因为这等
于是学校和老师主动承担了自
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把
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学
生家长的身上。尤其是对于部
分老师来说，因为家长签字制
度的存在而逐渐产生了依赖
性，认为孩子的作业、试卷家长
都已经检查过了，辅导过了，自
己就可以省去这道程序了，这
不但是对学生的一种不负责，
也是对教育的一种不负责。

在学校主动叫停家长签字
制度，减轻了家长的负担之后，
我们怎么样才能保留原来家长
签字所带来的好处。家长签字
制度是一种辅助性学习举措，
它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容轻易抹
杀，那么在取消这一举措之后，

家长在自己时间、精力允许，同
时也有能力的前提下，还应该
找到另外一种方式去关注、了
解孩子的学习，而不是就此当
起了甩手掌柜。

目前来看，比较现实的选
择，是老师和家长之间加强沟
通和交流，由学校老师把孩子
的学习情况、学习成绩等等信
息主动提供给家长，让家长能
够了解孩子目前的学习应该注
意一些什么，然后当孩子在家
里的时候，家长可以给予监督
或纠正等等。现在比较令人担
心的一种情况，是部分家长认
为学校取消了家长签字制度，
自己对孩子的学习、成长就可
以不管不问了，那显然不是学
校取消家长签字制度的初衷，
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利于孩子的
学习。

观点2：叫停家长签字不是放弃“陪读”

沈海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