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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学生进教室后自动识别个人信息，系
统自动签到签退，全程监控学生上课听讲
情况，就连你发呆、打瞌睡和玩手机等动
作行为都能被识别出来。近日，位于江苏
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在部分教室“试水”
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逃课和“替同学答
到”
或将成为历史。
人脸识别技术不仅可以高效率地进
行考勤，还可以发现和捕捉学生们的学习
情况，有助于激励和鞭策大学生回归自己
的角色定位，
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
但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人脸识别技
术或许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学生们即
使身体留在了教室，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
考，或许只是装装样子。伴随着高等教育
从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普及化阶段
过渡，一个课堂上的学生少则数十人多则
一两百人，学生们缺乏足够的机会和老师
们互动交流。一些教师对教书育人缺乏
足够的敬畏和价值认同，只将课堂教学当
成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水课”即使用人脸
识别技术捆绑住了学生们，又怎么去赢得
他们的尊重和喜爱呢？
那些潜心教书育人、真正懂得学生们
所思所想的好老师，会让枯燥的理论、乏
味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起来，只有塑造
更多的“金课”，才能提升课堂教学的吸引
力。当“金课”足够好、足够多，
“逃课族”
和
“低头族”
自然会越来越少。
在大学校园里，不少对自己的课堂教
学有信心的老师，对考勤并没有那么在
意，因为他们深知只要自己的课程足够
好，学生们自然会喜爱。少数老师对考勤
如此在意，或许是对自己缺乏信心，害怕
逃课、不认真听课的学生太多导致课堂
“太难看”，从而让自己丢脸、面上无光，至
于课堂教学的成效究竟如何，他们并没有
多么关心。
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的改变，应该助
力学校和教师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进
行改革和创新，给师生“减负”，激活课堂
教学的活力，而不是用来捆绑和约束学生
们。在学生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
“水课”会遭遇越来越多的抵触与不认
同。让信息技术助力教学变革，让技术手
段赋予课堂教学更多的改变，只有打造更
多
“金课”
，
才能赢得学生们的喜爱。

专属求职服务
真的靠谱吗
布花
随着秋招“金九银十”的到来，各大高
校的毕业生又进入到了求职的黄金季
节。在就业重压下，出现了一些机构喊出
了“保证拿高薪offer”、
“ 校招季保姆式全
程指导”、
“500强名企不限量内推”的口
号，再辅以过往学员入职的信息，使得很
多大学毕业生分外眼红，纷纷加入到专属
求职服务的行业中来。据悉，专属求职服
务的收费标准从1.8万元-3.5万元不等，
个
别目标是全球前100强企业的学员甚至需
要缴纳10万元-15万元的“专属服务费”，
以求能够力保在秋招中拿到offer。但是
实际上，这种专属求职服务更多是“锦上
添花”，对真正求职困难的求职者很难起
到
“雪中送炭”
的作用。
服务中最受欢迎和推崇的“岗位推
荐”，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当一家求职
服务机构信誓旦旦为你工作打包票的时
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和招聘
官存在利益互换，另一种则可能是说谎。
前一种即使能够帮助求职者进入到公司
中，依然可能因为求职者和职业要求不
符、个人能力太差等情况被辞退；而后一
种则会使得求职者白白损失服务费，沦为
求职服务的“韭菜”。所以说花钱找服务
求职的年轻人真的只是为了花钱买保险
吗？大概率只是买了一个“定心丸”吧，但
这种昂贵且无效的“定心丸”，对求职者无
异于一种伤害。
求职者应当从哪些方面提升自己来保
证自己有机会
“拿高薪offer”
呢？首先，
做好
简历优化。简历优化不是简历“PS”，不能
将不存在的内容加入到简历中，但可以利
用针对岗位调整简历内容、高亮简历关键
词等小技巧来提升面试官对简历的好感。
其次，做好复习工作，大量的笔试、面
试内容实际上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找
到，即使个别内容难以搜索，依然可以通
过找学长、校友来请教各家公司的笔试、
面试风格，
以此提升自身的水平。
最后，
通过询问学长、
校友、
父母、
老师
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来制定属于自己的职业
规划，以便更好地迎接秋招的考验。作为
一个即将走入职场的人，
须知道，
自己的职
业前程应当靠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努力
来获得，
一个对自己职业前程不负责，
不上
心的人，
即使进入到工作中，
又怎么能够让
人相信你是一个认真、
负责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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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恶补式旅游”尴尬

今日社评

人脸识别技术不能
用来“捆绑”学生

随着暑期结束，携娃出
游的家长已陆续回到家中，
但暑期旅游遭遇的种种窘境
却依然记忆犹新。据报道，
暑期学生旅游带动家庭出
行，致使许多地方的热点景
区纷纷“爆棚”，酒店涨价入
住难，飞机高铁一票难求，扎
堆休假让“休闲游”变“受累
游”，假期“恶补式旅游”让不少家庭陷入
进退两难的尴尬。
不少家长和孩子的暑假变成了“暑假
游”，有的是“研学游”，有的是“亲子游”，
各种旅游人群叠加之后，旅游成本与旅游
质量可想而知。对一些家庭来说，
“暑假
游”变成了“高价游”
“受累游”，这种现象
已经存在了多年，由于越来越多家庭重视
孩子的假期出游，
“恶补式旅游”呈持续增
多之势。
所谓“恶补式旅游”，是说孩子平时没
有机会出游，家长趁着寒暑假带孩子进行
“恶补”。正如很多“恶补”的效果都不大
好，一则让孩子身心疲惫，二则孩子未必
能“消化”，
“恶补式旅游”虽然让孩子集中
游览了很多景区，但有多少“诗和远方”最
终能刻进孩子的记忆里？
假期“恶补式旅游”充满了无奈，对孩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
消费潜力的意见》，其中提出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单位
与职工结合工作安排和个人需要，分段灵活安排带薪年休
假、错峰休假。认真落实这一政策，做好进一步制度安排，
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让学生假与职工假有机结合，
当能在很
大程度上缓解
“恶补式旅游”
之累。
子和家长来说都是如此。长期以来，我国
实行全国或全省（全市）统一安排学生假
期的放假制度，除寒暑假外，没有多少长
假可以供孩子们较长时间出游，所以，孩
子只能选择在寒暑假集中出游，家长也只
能在寒暑假
“陪游”
。
虽然国庆和春节 7 天长假也为孩子
们出游提供了机会，但由于大多数人同
时休假，出游更加拥堵，不少孩子只能
无奈地宅在家里。其他法定假日长则
三四天，短则一天时间，难以让孩子们
畅快旅游，毕竟旅游需要比较充分的时
间安排，否则就是走马观花，实际意义
会打折扣。
2014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鼓励
高校和中小学调休、增加春假，给学生增
加出游机会。不过，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
落实效果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学校为了
赶进度和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在教学安排
上没有预留春假。有的学校领导不敢自
作主张放春假，被动等待政府和教育部门
出台政策，
导致春假遥遥无期。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200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但在不少地方和单位，尤
其是在一些非公企业单位，带薪休假制度
落实效果不够理想。即使有的学校放春
假，孩子也无法出游，因为家长难以带薪
休假陪同。当家长不能请假陪孩子出游，
春假也就难以变成
“春假游”
。

排除、肇事赔偿费用如何承担等问题。有
的人通过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外出办
理公务，也面临着叫车难、堵车等困扰，容
易误事误时。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都
市，中短途出行，骑电动车往往比开车更
方便，
省时。
更重要的是，骑公务电动车能够有效
减少使用汽车带来的尾气污染。党的十
九大报告要求：
“ 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
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
天保卫战。”汽车尾气防治是打赢蓝天保
卫战的重心之一，与工业、燃煤并称“三大
污染源”治理。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各
机关事业单位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每 个 工 作 人 员 都 应 当 好“ 节 能 环 保 先
锋”。俗话说：
“正人先正己”
“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工作人员公务出行骑电
动车，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和示范效应，不

仅有利于防治机动车污染，保卫蓝天白
云，而且对于提高全社会的节能环保意
识，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皆大有
裨益。因此，推行“人民出行”公务电动
车，
值得点赞期待。
不过，也应当看到，要想公务电动车
得到广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
认可，取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并非易
事。比如，停车点设置、投放数等都需要
仔细斟酌。可想而知，倘若工作人员公务
出行常常因找不到公务电动车等原因，感
到不方便，时间一长，就会对使用公务电
动车失去兴趣。
因此，下一步如何完善公务电动车运
营机制，还需兼听则明，特别是要多听取
机关事业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这里，笔者
有三点建议：一是科学合理确定电动车
“投放数”。通过充分调查评估，找准各停

杨维立
车点电动车投放量与需求量的最大公约
数，确保工作人员公务出行时有车可骑；
二是优化停车点设置。有的机关事业单
位大院面积很大，工作人员从自己的办公
室来到大院门外停车点，就要花上七八分
钟。对此，不妨直接在大院内设立一定数
量的停车点；三是公务电动车要适应公务
出行需要。比如，在适当位置上，设计专
门放置公文包的装置，确保途中防丢、防
抢、
防偷。
总之，推行公务电动车，有利于消除
中短途公务出行这个交通“痛点”，促进节
能环保，提升机关事业单位形象，对整个
社会来说是一件有益的事。要使其得到
持续健康发展，仍需运营方科学谋划方
案，兴利除弊，使运营机制、服务措施不断
趋于完善，让广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感到骑车确实方便、
安心、
舒心。

别让 5G 信号入户难拖 5G 后腿
追剧刷视频得跑到户外，可能是 5G
时代初期的体验，因为多半在室外才能找
到信号。想窝在家里使用 5G 手机追剧，
感受网速超快、视频秒开，然而想要实现
这美滋滋的情景可能对宅男宅女来说有
点儿困难。北京日报记者近日体验发现，
5G 速度虽然比 4G 快得多，但现阶段信号
入户并不容易。
由于 5G 网络具有传输速度更高、响
应时间更快、连接范围更广等特点，已经
广受社会期待。今年 6 月，
工信部发放 5G
商用牌照，中国由此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
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50 城市将
率先实现 5G 网络覆盖，对这些城市用户
而言，先体验 5G 是幸运的，但现阶段体验
效果恐怕并不理想。
这主要是因为 5G 基站建设有个过

程，5G 网络覆盖范围只能逐步扩大，现阶
段覆盖不到的区域，用户还无法享受 5G
带来的红利。而且 5G 网络已经覆盖的区
域，记者发现室内室外完全是两种不同体
验——在室外走动信号摇摆不定，而室内
信号基本消失。换言之，在覆盖区域用户
只能在室外固定使用 5G。
显然，无论是对个体用户而言还是对
单位用户来说，都很少站在大街上使用
5G，
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使用 5G，
而眼下
室内几乎没有 5G 信号。再加上目前 5G
基站数量少，用户体验效果不佳就拖了
5G 发展后腿，如很多用户因室内不能使
用 5G，暂时不办理 5G 业务，不能分担 5G
建设成本，
会影响 5G 进度。
5G 信号“入户难”的原因是，5G 的频
率超高，而电磁波频率越高，波长越短，衰

减也越快，更容易被障碍物屏蔽。这意味
着，仅凭室外基站，5G 很难完成对室内信
号的覆盖，还需要室分设备（相当于 5G 的
室内微型基站），才能将信号相对均匀地
分布到室内。那么，室内信号覆盖成本应
该由谁承担？
如果未来相关设备的价格较高，对单
位用户来说可能不在意，但对家庭用户会
是一笔支出。如果完全由用户来买单，也
会拖 5G 发展的后腿。因此，只有运营商
承担室内信号覆盖成本，不增加用户经济
负担，才有更多用户愿意使用 5G 网络，也
才能加快 5G 建设步伐。
同时，5G 基站进居民小区如果面临
阻力，也会影响 5G 发展脚步。目前，居民
小区都是 3G 和 4G 基站，居民在小区内使
用 5G，必须让 5G 基站进入小区。从过去

医生频遭“累瘫”医院应有所作为
这几天，一张医生在手术室靠墙而睡
的照片忽然就火了。照片中的医生，斜靠
手术室的墙，双腿蜷缩，眼睛闭着，身上所
穿的手术服、手术帽以及医用口罩也都还
没有来得及换下。照片中的主角，就是深
圳市龙岗中心医院骨关节科医生代宇。
被拍时，他已经连续做了 7 台手术，而在
那之后，还有 3 台手术等着他。
（9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
）
一天做 10 台手术，医生从早到晚都
需保持高度紧张状态，中午吃饭时间不过
10 分钟，困了累了时，只能趁着麻醉师打
麻醉的间隙，靠墙小憩片刻，这样的工作
强度，一般人恐难承受。诚如代宇医生所
言，见缝插针休息是每个医生的技能：
“打
个盹，上手术台马上进入状态。”社会应该
为这样的医生点赞，更应该给予他们更多
理解与呵护。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此高强度的
工作，既容易累瘫医生，也很容易导致手
术质量下降，对于医生和患者都不利。因
此，只要有办法，就应该尽量避免出现扎
堆做手术或由一名医生连续做多台手术
等现象。问题在于，这类现象是否想避免
就能够避免呢？
首先要看到，导致这类现象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有些医院的特色科室名气很
大，有些医生技术精湛，慕名而来的患者
较多，这样的科室和医生适度忙碌一些是
正常现象。至于“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
院门可罗雀”等原因导致的部分医生过于
忙碌，则需要花较长的时间，通过医改来
解决问题，
医院短期内干预的空间有限。
但也要看到，导致这类现象的不少

原因，医院完全有能力进行干预。在这
起事件当中，代宇是骨关节科医生，而骨
关节手术除了外伤急诊手术之外，其他
手术并不急迫，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也
就是说，骨关节病往往病程较长，手术早
几天或迟几天关系不大，对于这类手术，
医院和科室应做好规划，将手术安排得
尽量均衡一些。

本报特约评论员

综合而言，
“恶补式旅游”是多种因素
造成的，既与春假难以落地有关，也与带
薪休假制度实施不力有关；既与教育部门
和学校有关，也与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单
位有关。当然，一些学校和用人单位可能
也有自己的无奈，比如学校没有获得正式
授权，企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这些具
体因素也需要具体考量。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
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其
中提出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单位与
职工结合工作安排和个人需要分段灵活
安排带薪年休假、错峰休假。认真落实
这一政策，做好进一步制度安排，制定相
关实施细则，让学生假与职工假有机结
合，当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恶补式旅
游”之累。
有学校负责人建议，从暑假和寒假
中掐头去尾各拿出 5 天，分别设立春假和
秋假。这个建议值得认真考虑。如果学
生一年中能够增加两次中长假出游机
会，暑假“恶补”大约就没有必要了。如
果春假和秋假正式纳入休假制度，各地
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严格落实，同时家
长在落实带薪休假上要有更大话语权，
学生假和职工假就能结合起来，走出“恶
补式旅游”的尴尬。

让“人民出行”成节能环保先锋
9 月 1 日上午，
“ 人民出行”公务电动
车在京启动。
“ 人民出行”服务于日常中
短途公务出行，通过电动车解决 10 公里
内的公务通行需求。使用者无需缴纳押
金，由骑行者所在单位集体购买服务或
公务出行卡，审核后即可使用。据悉，人
民出行所有车辆均严格按照新国标设
计，所有车辆均具有牌照；每一辆电动自
行车都纳入数据化、智能化的管理渠道，
能够准确追踪到每一辆车的使用状况。
目前，
“ 人民出行”已与近 20 个国家部委
及单位签约。
随着各地公车改革的深入推进，公务
用车使用已日益严格和规范，这是有目共
睹的事实。目前，在机关事业单位，不少
工作人员习惯于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外出
办理公务，但“私车公用”不仅存在堵车、
抢停车位等困难，还会带来安全隐患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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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基站进小区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居民
小区是支持的，但也有少数小区居民以电
信基站辐射影响身体健康为由，反对小区
建基站或拆除已有基站。
要想让 5G 基站顺利进入居民小区，
必须消除“辐射恐惧”。一方面是普及我
国相关国家标准和其他国家标准；另一方
面是定期公开小区每个基站的电磁辐射
监测信息，以打消居民顾虑。去年江西以
立法形式确保该信息公开具有示范意义。
其他省份或全国层面，也有必要围绕
5G 基站进小区提供法律支持。同时，需
要工信部或四大运营商总部或各地政府
作出统一安排，最终目的是降低用户使用
5G 成本、提升用户使用 5G 网络体验，以
便加大推广力度，让更多用户享受 5G 红
利，
并为 5G 建设提供支持。

时本
预防医生“累瘫”，医院可作为的地方
还有很多，比如在人才培养方面，不能过
于将某项技术集中在一名医生身上，导致
出现事实上的技术垄断。技术骨干应该
有“备胎”，这样既可以缓解技术骨干的压
力，也可以避免因技术骨干无法在岗时，
出现技术断层等现象。对于手术任务繁
重的医生，医院可以在门诊和住院患者管
理等方面为其减轻工作量，达到工作总量
相对均衡。
近年来，医生累瘫在手术室里的事件
十分常见，这些医生的表现令人肃然起
敬，同时也别忘记，这并非正常现象，也不
可持续。当前，多地都在探索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医生忙闲不均、部分医生承担了
过多的手术任务，是现代医院管理需要攻
克的一道难题。医生系统需要“拼命三
郎”，但假如医院管理更科学，医生不必拼
命也能达到同等效果、提供同样优质的医
疗服务，
岂不更好？
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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