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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的一些学生突然发现饭卡中
多出几百元，得知是学校利用
大数据“隐性”资助后，感动不
已。近年来，教育部以及各
地相继出台相关规定，下发
通知，要求认定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必须尊重和保护学
生隐私，严禁让学生当众诉
苦、互相比困，且取消贫困证
明，允许学生或其监护人出
具书面承诺。显然，比之竞
选贫困，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而一些高校更进一步，变

被动为主动，无需学生申请，
凭食堂消费大数据信息进行
摸排检索，结合人工进行二次
核查，确定资助对象，不显山
不露水地帮助困难学生，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既保护了学
生的隐私，照顾了学生的心理
感受，又保障了资助的科学
性、精准性。慈善的最高境界
是施受无心，高校依托大数据

“隐性资助”学生也是对施受
无心的生动诠释，应当得到进
一步推广。（河北滦南 李英
锋 66岁）

近日，有媒体报道，大闸
蟹礼券猫腻多，有经销商透
露，消费者花费150元买的蟹
券，大闸蟹成本只占50元。

近年来，菊黄蟹肥之季，
大闸蟹成了一种很流行的礼
物，送大闸蟹礼品券已成为
一种新的送礼方式。“纸螃
蟹”走红之后，标价与实货不
相符的现象频现。

事实上，阳澄湖大闸蟹
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不仅
存在缺斤短两的问题，还有
假冒，即“九假一真”的问题，

以及冒充阳澄湖大闸蟹的
“冲澡蟹”等问题。尤其是网
上售卖的大闸蟹，可谓鱼龙
混杂，真假难辨。面对缺斤
短两的大闸蟹“横行”，监管
部门必须主动有为才行。

面对违背诚信的经营
行为，无论是行业协会还是
监管部门，都必须负起责任
来。唯有加大监管力度，才
能使经营者守法，也才能营
造出一个“菊黄蟹肥”的金
秋之季。（山东威海 刘天
放 55岁）

岂能让缩水“纸螃蟹”横行

“大数据济困”彰显温度

23 日，教育部高教司司
长吴岩出席北京外国语大学
非洲学院和亚洲学院成立仪
式时透露，最近将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政策发布，在学校
连续3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
教授和副教授，会被清理出
教师行列。

诚然，如今的大学在人
才培养之外，还有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的职能。但归根
结底，其核心功能仍然是人
才培养。然而，长期以来，不
少高校都存在重科研、轻教
学的现象，这导致一些教师

不安心于教学。有些教授一
味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和科研
成果，拒绝承担本科生课
程。这在一些高校甚至早已
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

教授也是教师，教学是
其本职工作。一名教师不能
安心于三尺讲台，不能积极
教学，不能传道授业，又怎么
能称得上是一名称职的教
师？“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
课”是对高校重科研、轻教学
的纠偏，是对教师本职的回
归，是教师应有之义。（湖南
常德 戴先任 52岁）

教授回课堂为应有之义

温馨提醒

最近，不少读者反映信
件投稿不便（如书写有困难、
去邮局投寄不便、因寄送时
间较长导致稿件时效性不
佳）。为让广大读者便捷投
稿，我们扩充了投稿渠道，许
多版面右上角都公布了电子
邮箱和QQ群投稿渠道。当
然，您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
通过微信投稿，且可以是文
字、图片、语音等形式。微信
来稿也会比寄送
平信更容易获得
相应记者或编辑
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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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与不贵取决于消费者

App 跟纸质版内容一样，
甚至还提供了很多新功能，且
不会坏，不怕丢，还有随身携
带、随时可用的有点，从性价比
的角度看，这个价格其实也算
不上天价吧。（网友“马跃”）

App收费本质上属于商业
行为，那就不存在贵不贵的问
题，而是买不买的纠结。你需
要，就花钱；你不要，就观望。
市场上的替代产品也很多，如
果价格不合理，商家自会审时
度势，作出适应市场的举措。
（网友“我的右手”）

不如买纸质书

就书籍而言，电子版的价
格一向低于纸质版。作为工具
书，“付费 98 元”购买电子版，
并不符合民众心理，这个价位
不如买一本纸质书。如果没有
特别的需求，还是买纸质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更为合适。（网
友“古道瘦马”）

使用《现代汉语词典》的一
大主力人群是学生，他们并不

适合通过智能手机使用电子词
典。《现代汉语词典》App一是
费用高，二是还必须要配合智
能手机使用，还不如使用一部
纸质的《现代汉语词典》来得方
便，而且也不会对学生产生其
它限制和影响。（网友“悠然见
南山”）

收费天经地义，价格还可商榷

权威老牌工具书主动拥抱
互联网，紧跟时代潮流，值得肯
定。研发App需要成本，从尊
重知识产权、支持正版工具书
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词典》
App收费并没有问题，价格如
果能够亲民一些就更好了。（网
友“男儿当自强”）

《现代汉语词典》由纸质版
向App跃迁，这期间必然需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开
发，收取一定费用也是理所应
当。但是，作为必备工具书，收
取98元使用费明显过高，在追
求利益的同时，希望能多承担
些社会责任，而后者更为重
要。（网友“薛建成”）

现代汉语词典App贵吗
“《现代汉语词典》出App了！”这个消息传出后很快引发关

注。不少网友认为，一本厚重的工具书变成手机应用，实用又方
便。但也有人提出，App每天只能免费查找两个词语，如果要查找
更多词条，需要付费98元，价格不太合理。你觉得这个价格贵吗？

近日，一群教老人使用微
信、抖音等现代社交工具的95
后火了。这是一群比“爷爷奶
奶”的孙辈还年轻的看护者。
微信、抖音等现代社交工具，
直呼其名的新型交流方式等，
成为他们和老人结缘的纽带。

近年来，很多社区就近建
起了养老驿站和照料中心，随
着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一个
新的问题摆在眼前——养老
护理员从哪里来？提起养老
护理员，人们习惯以“就业机
会多、人员缺口大”鼓励从业
者加入其中，但是，多数城市
依然普遍存在养老护理员短
缺及流失率高的现象。工资

待遇低、上升通道有限、社会认
可度不高……这些都是导致养
老人才严重流失的因素，也一
直是亟待破解的养老难题。

越来越多年轻人进入养
老护理员队伍，不仅为这个夕
阳行业带来了新鲜的气息，还
为老年人带来更多新体验。
对老年人来说，满足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同等重
要。此外，目前高科技产品似
乎很少能惠及那些养老机构
里面的老年人，一个主要原因
是，养老护理员的文化水平和
知识结构普遍偏低，不能及时
为想要“尝鲜”的老年人提供
服务和帮助。随着大批“95

后”养老专业毕业生进入养老
机构，这些问题已迎来解决契
机。接下来，如何留住这些满
怀职业憧憬的年轻人，亟待提
上议事日程。如果不能为投身
养老行业的年轻人提供更多保
障，即使他们满怀信心而来，也
有可能心灰意冷而去。

如何留住养老行业中的
年轻人？这个问题不仅仅考
验着年轻人的情怀和理想，更
需要政府、社会和用人方共同
发力，在工资待遇、上升通道、
社会美誉度等方面，给予必要
的倾斜和支持。2017年 6月，
南京市出台《养老护理岗位工
作人员入职奖励暂行办法》，

对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高等
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给
予一次性入职奖励，最高可达
5万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城市为年轻人从事养老服务
业提供奖励和补贴，这不失为
提高养老护理员职业收入和
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提高
收入水平的同时，有必要为养
老护理员提供更多受教育培
训的机会，向上晋升的通道，
并给予这份职业以荣誉感。

别让年轻人来了又走成为
养老行业的常态，只有留住年
轻人才，才能推动整个行业的
进步和发展，才能为老人的晚
年生活留下一片幸福的笑声。

别让养老行业年轻人来了又走

扩大空间想奇招，
装修狂砸承重墙。
五面全都没放过，
当时自私少思量。
邻居因此避屋外，
自己也要入公堂。
凡事莫要太任性，
不妨多为别人想。
文/方知 图/朱慧卿

男子装修狂砸承重墙被刑拘
近日，浙江台州温岭一小区住户周某家里装修，竟然把五

面承重墙都敲掉了。这是他刚买的一套二手房，想重新装修扩
大使用面积，但不知道哪些是承重墙，请来的施工队伍又不专
业，所以把墙都砸了。周某家住二楼，楼上还有四层，17户住
户被紧急转移安置。周某目前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

“秋冻”不是挨冻
看了贵报9月19日健康

版《秋季常见病都是“冻”出来
的》一文，我很有启发，知道了
应该在秋季注意保暖。不过，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叫“春捂秋
冻”，请问这句话有其道理
吗？我们要“秋冻”吗？（微信
网友“齐鲁居士”）

编辑刘惠回复：“秋冻”不
意味着要挨冻。从中医角度
讲，“秋冻”的含义主要是“秋季
不忙添衣”。初秋，暑热未尽，
凉风时至，当天气突然变冷时，
适当地增加衣服是必要的，否
则不但不能预防疾病，反而会
招灾惹病。“适当增衣”以让自
己略感凉而不寒为宜，而不是
穿得暖暖和和、裹得严严实
实。另外，晚秋天气较凉，也
不要一下子穿得太多、捂得太
严，避免过多出汗，但也不能冻
得打寒战，这样不但不能增强
抵抗力，反而会被冻出病来。
我国南北方气候差异较大。南
方秋凉来得较晚，因此不必过
早、过快地添衣。而北方秋凉
来得较早，早晚气温较低时应
及时增添衣物，以防着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