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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

锐评

□王恒昀

近日，一则招聘新闻刷爆网络。江西南

昌一公司要求应聘者填写的《应聘人员登记

表》上，除应聘者姓名、电话等基本信息外，还

包括“谈过几次恋爱”和“最长的一次多久”等

信息。（见2月27日中国青年网）
虽然该公司辩称填写恋爱经历是为了考

察情商，因公司职员大多都是女性，从公司历

史数据来看，有恋爱经历和已婚的女性业务

比较好。公司考察员工情商的办法有很多

种，为何偏偏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一种方

式？恋爱经历与公司业务并不相关，以恋爱

经历考察员工情商没有科学依据。恋爱经历

属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用人单位不该以

窥探他人隐私的方式来考察应聘者。民法典

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隐私权。

无独有偶，近年来社会上频频出现一些

奇葩招聘行为。2020年8月，海南椰树集团的

一则招聘信息登上网络热搜。招聘启事要求

应聘者签订承诺书，保证“顾事业不顾家”“终

身在椰树集团服务”，甚至要求以房产作为抵

押，离开椰树集团需以房产偿还。2020年 12

月，某银行招聘考“三层矩阵”“粒子的静态能

源公式”……

违背法律与市场规律的奇葩招聘条款和

试题，折射出企业和招聘人员的畸形人才

观。招聘的规范性，不仅彰显着企业的形象，

也关乎人才的引进及事业的发展。因此，无

论是招聘条件还是笔试面试等，都应该更科

学、规范，不能偏离主题，甚至侵犯员工个人

隐私或利益。

目前，南昌市人社部门回应称企业已知

错并致歉，更改了应聘登记表格，删除了恋爱

经历相关内容。但从根本上杜绝奇葩招聘行

为还需要各方努力，只靠应聘者维权是远远不

够的。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大治理力度，提

高违法成本，让违法违规企业望而却步，给应

聘者维权的底气。另一方面，企业要树立正确

人才观念，公平公正、理性科学地选拔人才。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招聘的作用，选拔到

适合企业发展的优秀人才。9

情商岂能如此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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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福

近日，郑州烩面入选河南非遗推荐名单的消息发

布，欣喜之余，勾起不少河南人尘封多年的记忆。2013

年 12月，“韩国泡菜”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让国内的不少美食爱好者

坐不住了，纷纷表示“不服”。随后，武汉热干面、重庆

火锅申报国家级“非遗”，有关河南烩面“申遗”的呼声

也居高不下。

“谁不知道咱河南的烩面？到河南，吃一碗烩面

才得劲！”当时，不少河南网友为烩面“声援”“叫屈”，希

望具有浓重河南标签、又有悠久历史的河南烩面也能

“申遗”。

烩面是河南特色美食，以味道鲜美、经济实惠，享

誉中原、蜚声全国。据记载，河南烩面历史悠久，汉魏

时期称汤饼，唐以后名称渐变，宋代汴京食店便有“插

肉面、大奥面”的供应，后多称羊肉烩面，取其筋软光

滑、汤醇性温。说到郑州烩面，更是家喻户晓。街面

上，烩面馆不计其数，而按照不同的配料和口味，又可

分为传统烩面、三鲜烩面、滋补烩面等不同流派，每一

类后面都跟着一大票粉丝。

河南人喜欢吃面，与我省是粮食主产区、小麦是

主要农作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得益于农业大省、

粮食大省，勤劳聪慧的河南人创造了很多面食，比如汤

面、捞面、炒面、卤面，以郑州烩面最具代表性。河南人

对烩面有着特殊的喜爱，有人说，如果一天不吃面，就

跟丢了魂似的，没着没落，心里不踏实，感觉没吃饱、饿

得慌。不到长城非好汉，来到河南不吃烩面，那叫一个

遗憾！

但地方美食成功申请“非遗”，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除了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广泛的群众基础外，还必

须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才能更好适应食客的需求。烩

面能够入选推荐名单，碗里自然有底气。可别小瞧这

一碗烩面，里面盛着不少大学问。近年来，随着人们对

味道的追求和挑剔，烩面的形式也趋于多样。比如，萧

记烩面经过不断研究，将味道鲜美、极具营养价值的海

参、鱿鱼等食材，加入羊肉烩面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

独特品牌；裕丰源则主打滋补烩面，在熬制好的面汤中

加入枸杞、当归等多种中药材，既去除膻味，又收到养

生的功效。

只有不断创新，顺应时代变化，才能在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如今，“非遗”美食技艺传承人们深谙这

一道理。在保护传承传统技艺、保持美食原汁原味的

同时，给食客带来更多新花样、新服务、新惊喜，才是传

统美食“香”起来的好做法。

郑州烩面申请省级“非遗”，只是弘扬河南传统

美食文化的一小步。但比起之前的“耿耿于怀”“心有

不甘”，如今我们更多了一份从容，而这份从容来自文

化自信，来自科技创新，更来自河南农业的“硬核”支

撑。3

烩面“申遗”
怎么吃得更“香”？

画中话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一则“海底捞在包间里安装摄像头”的消息被网友热议。对
于安装摄像头是否会侵犯隐私，网友各执一词。海底捞客服表示，包间属于餐厅，也是公共
场所一部分，安装摄影头为记录情况。9图/王铎

眼下社会上很多纷争与困扰，恰恰
就在于没有‘换位思考’，在于‘手电
筒思维’——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3月 1 日，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最近两

则教育新闻，让笔者对“拧巴”一词有了深切

的体会。一则是天津市津南区一中学的肖老

师在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你爸妈一个

月挣多少钱啊？别怪我瞧不起你！某某的妈

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妈五十年挣得多。你

们素质是一样的吗？”这些话伤害性极大、侮

辱性极强。即便是再高尚的初衷，也掩盖不

了手段和方式的粗暴。一石激起千层浪。目

前该教师已被停职，天津市津南区教育局表

示，“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

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则是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中小

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其中明确规定，确有必要的可实施教育惩

戒。

有 不 少 网 友 解 读 为 这 是 在 给 教 师“ 撑

腰”。从古至今，无论中外，教育惩戒一直是一

种普遍的、常规的教育方式。但近年来随着“以

学生为本”教育理念的持续强化，有教师因惩戒

而受到指责，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明

确惩戒权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保障教

师教育管理学生、维护师道尊严的必要举措。

只不过，教育惩戒绝不是随意惩戒，更不

是随意体罚。教育惩戒规则明确了“七条红

线”，其中一条就是“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

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以此来看，天津的

肖老师踩到了“红线”。

笔者无意分析这位教师的行为性质，也无

意于掰扯处理意见的轻重，只是觉得，经由这件

事和最新施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可以一窥当前教育领域的“拧巴”现实

——一边对教师的过激行为极度敏感，对打骂

学生的行为口诛笔伐；一边又担心教师的畏首

畏尾会放纵学生的劣行，从而赋予教师惩戒权。

笔者一位同学是名班主任，时常吐槽现在

孩子难管，学生有个性、脆弱娇贵，话重了就受

不了；家长则既敏感又计较，稍有不周就可能投

诉。但家长说起老师来也是直摇头，通知指令

一道接着一道发，让家长配合干这做那，把很多

原来教师的职责和压力转嫁给家长，有的教师

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态度嚣张跋扈……这

种撕裂的感觉、对立的体验、各说各话的纠葛，

让人莫衷一是，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世界？

你有你的难，我有我的苦。你无法身临其

境体会我的状态，我也无法设身处地理解你的

处境。之前有个电视节目叫《变形计》，参与者

彼此交换人生，过对方的生活，真正体验对方世

界，品察对方思想最微妙的情绪触动，以“体验

不同人生”的方式，达到“改善关系、解决矛盾、

收获教益”的目的，这就是“换位思考”的益处。

眼下社会上很多纷争与困扰，恰恰就在于

没有“换位思考”，在于“手电筒思维”——只照

别人，不照自己。如果天津这位老师能尊重个

体差异，理解学生的境遇，或许就不会说出那样

的侮辱性话语；如果每一个学生都能明白老师

渴望每个人成材的心情，理解老师“恨铁不成

钢”时的焦虑，或许就用不着“教育惩戒”。

那英有一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歌词写

道：“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

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

成两个世界。”

这是不是像极了现实？9

本报讯（记者 黄晖）“本次线
上智运会，围棋、象棋、国际象棋、
五子棋、桥牌、电子竞技 6个项目
共收到全省各地 760多所大中小
学、近12000名学生报名参赛。这
阵势真喜欢人，火热程度超乎想
象，体教融合能让棋类项目迸发出
新活力。”2月24日，省社体中心围
棋教练袁曦告诉记者，智慧中原
2021年河南省青少年线上智力运
动会对抗类项目已于近日拉开战
幕，正在火热进行之中。

2021年河南省青少年线上智
力运动会是河南首次举办的智力
体育项目的综合性运动会，由省体
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省社会
体育事务中心、省学生体育总会、
省高校体育协会等承办，旨在丰富

广大青少年春节假期期间的文体
生活，引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居
家健身，促进体教融合发展。比赛
分为对抗类项目和展示评比类项
目两大类，对抗类项目包括围棋、
象棋、国际象棋、桥牌、五子棋、电
子竞技6个，展示评比类项目包括
建筑模型和电子制作2个，采用居
家互联网线上竞赛的方式进行。

省社体中心棋牌院院长朱磊
介绍，线上智运会充分发挥智力体
育项目的独特优势，采取“体育+
互联网”模式，将平日里纹枰对弈、
科技创新、团队作战的线下智力体
育主阵地，转移至互联网云端举
办，既提升青少年动手动脑等逻辑
思维和创新能力，又促进了智力体
育项目在我省的普及和发展，不但

将疫情以来我省线上系列赛事活
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也在寒假期间
的大中小学生中受到热捧，本次比
赛各单项报名人数均创线上活动
新高，来自全省各地的万余名大中
小学生将在线比拼智慧、角逐最强
大脑。不仅如此，本次线上智运会
还请来了象棋大师武俊强直播讲
解，为活动“流量”再添助力。

本次线上智运会各项目根据
情况设小学组、初中组和高校组
等组别，竞赛形式包括个人赛和
团体赛，比赛时间从 2月 18日至
28 日。对抗类项目从 2 月 19 日
起在各项目竞赛网络平台相继展
开，展示评比类项目的比赛从2月
20日起按照大众投票和专家评审
两个阶段进行。⑥11

嵩山龙门队航体“第一练”
本报讯（记者 李悦）2月 24日下午，河南嵩山龙门队在主

教练哈维尔的带领下冒雨在航海体育场进行了技战术训练，
这也是球队在更名之后首次回到航海体育场。

在从海南冬训回来后，在郑州备战新赛季的球队，都会定
期从中牟基地前往航海体育场进行训练。在哈维尔看来，这
样做不仅可以让队员们从基地的封闭环境中走出来，有利于
调节心理状态保持应有的兴奋度，而且航体更好的场地条件
也方便教练组安排技战术训练。虽然 24日当天气温骤降又
伴随着雨雪天气，但全队还是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了所有的
训练科目。

在目前的这支河南嵩山龙门队中，除了新加盟的内援迪
力穆拉提外，还有杨国元、韩东、刘家辉等多名从预备队上来
的新人，而得到“特别提拔”的U19队队长杜智轩也在场边接
受助理教练的一对一辅导。内、外援方面，前锋多拉多这次没
有随队来到航体，而是在基地进行调整，两名从海外回来的球
员周定洋、舒尼奇都随队进行了正常训练。至于仍滞留在巴
西的伊沃和卡兰加，俱乐部方面也在积极协调，争取让他们早
日归队。

当天在航体最令人关注的则是“新人”冯博轩，这位去
年以租借方式从广州恒大加盟球队的年轻球员，不仅得到
了主教练哈维尔的高度认可，并且为球队的最终保级立下
汗马功劳。冯博轩也是本赛季嵩山龙门要引进的一名重点
球员。虽然目前尚未官宣，但据了解，他和嵩山龙门队已是
无限接近。

根据哈维尔的备战计划，河南嵩山龙门队将于 3月 1日
再度前往海口进行集训。此番二度南下的目的是要通过高水
平的热身赛来磨合阵容，而集中了多支中超球队的海南观澜
湖基地自然更方便球队联系到热身的对手。据介绍，球队这
次将在海口训练两周左右的时间，随后返回郑州。如果中超
联赛能按计划在 4月开战的话，嵩山龙门队也将利用 3月的
最后两周进行临战前的调整。⑥9

嵩山龙门队雨中开练。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河南周口马拉松自 2016年举办以来，先后荣获中国田协“铜牌
赛事”“金牌赛事”，而周口体彩代销者陈冰清是这项赛事成长的见证
者，更是参与者，2019年，他以 3小时 28分的“全马”成绩位列第 85
名。对陈冰清来说，取得好成绩只是意外之喜，他最开心的是自己能
在更广阔的舞台作公益体彩的宣传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直在一家股份制公司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
陈冰清成为河南体彩代销者队伍中的一员。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
山。“那时我啥也不知道，非常不适应。笨手笨脚出票，巨慢不说，往
往一不留神就给人家出错票了……刚开始那一阵子，往往是辛辛苦
苦一天下来，销售额只有几百元，刨去开支，几乎没有什么收益了。”
回忆起入行初期的日子，陈冰清说。不过那些“冷场面”没有吓退他，
起步晚就加把劲儿，缺经验就多向同行学习。在去市内几家优秀体
彩实体店参观学习后，陈冰清对自己的实体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配
备了空调、沙发、冷热饮水机、空气净化器和多台电脑。硬件方面短
板补齐后，他开始着眼提升实体店服务，一有空闲时间，陈冰清不是
去其他兄弟网点现场观摩借鉴取经，就是在网上搜索下载彩票相关
资料充电学习。在体彩专管员的指导和帮助下，他迅速进入角色，成
为一名合格的销售员。由于接待购彩者态度热情诚恳，出票迅速准
确，服务细致到位，沟通顺畅得体，他扭转了实体店经营的被动局面，
回头客不断增多。

实体店经营稳定后，陈冰清开始琢磨自己还能为这个行业做些
什么。陈冰清说，在加入体彩大家庭，参与省市体彩组织的宣传活动
后，他才开始了解到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事业。“体彩公益金被
用于兴建体育场地设施，普及健身器材，还被广泛用于补充社保基
金、扶贫、助残等很多民生领域，可以说体彩代销者用付出和汗水，默
默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最终，结合体彩独有的体育
特色，陈冰清萌生了发起成立马拉松长跑协会的念头，通过成立长跑
协会组织路跑爱好者共同参与，传递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让更多人
了解公益体彩。

在他的努力下，陈州马拉松长跑协会在 2016年成立了，为了提
升形象、扩大影响，陈冰清和其他几位负责人，主动出资为跑团制作
会旗、购置设备，为每名会员配发统一的运动服装，并制订了一整套
的协会规章制度。几年来，陈州马拉松长跑协会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从成立之初的二十来号人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位会员。在队员们集体
热身时，陈冰清会向大伙普及健康跑步科学锻炼知识，顺带介绍历年
来体彩公益金在建设周口体育馆，为乡间学校捐建“快乐操场”以及
其他扶贫、助残的情况。在协会组织聚会、年会时，为大家提供大乐
透彩票和体彩顶呱刮作为抽奖助兴的小礼品，渐渐地，很多跑友对体
育彩票产生了兴趣，“跑跑步锻炼身体，买几注奉献爱心”成了协会内
的一种流行时尚。 （丰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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