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JIAOZUO DAILY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聂 楠│版式：车 璇│校对：张晓青│组版：杨保星 新闻时评

自打穿上这个马甲，环卫工人王大姐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马甲背后，印着一
句标语：烟头不落地，西安更美丽。落款
则是“西安××补习学校宣”的字样。近
日，一条“环卫工人工作服印补习学校广
告，合适吗？”的帖子在网上引来公众关
注。网友热议的焦点集中在，如果在落款
处直接注明某单位或企业的名字，就等于
将公益宣传变成了赞助企业的流动广告
牌。有网友认为，环卫工人与出租车司
机、交警、公交车驾驶员一样，是一座城
市的流动窗口，商家的宣传广告不应该印
在环卫工人的工作服上。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露丝独特：环卫工人俨然变成了移
动的广告牌。环卫工人是展示城市形象的
流动窗口，穿着“广告服”清扫大街有损
一座城市的形象。

@平凡一老兵：此举使城市里的环卫
工人变成了“活体广告”，这是对环卫工人
极不尊重的表现。环卫工人是一座城市的
文明窗口，也是城市的“面子”，让他们变
成广告牌就像在一个人的脸上印广告一样
荒唐。我认为，做广告应该通过正常渠
道，绝不该在环卫工人身上打主意。

@细数青山望蓬莱：看似公益宣传，
实为企业广告，这种“打擦边球”广告还
是取消为好。

@蒋珊如此多骄：此举不妥！企业开
展赞助活动本无可厚非，这样能让社会各
界更加关注环卫工人这个群体，给予他们
更多关爱。但是，公益活动绝不能被商业
利益“绑架”，开展爱心捐赠，应该做好所
有细节工作，真正发挥公益的力量，而不
是让城市形象受损。

@小李杜的李：公益宣传固然需要资
金支持，但不可与商业利益“走得过近”，
希望我们的公益事业更加纯净些。

@北宁老头儿：我认为此举没什么不

妥！这样做不仅可以开展公益活动，传递
社会正能量，还能推广企业形象，为企业
带来广告效应，如此双赢之举，挺好。我
认为，只要广告内容积极向上、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大家不必对此过度解读。

@江苏日月江南：从市场经济角度来
说，商家通过在赞助物品上印企业相关信
息，从而达到宣传企业的目的，此举无可
厚非。但是，既然环卫工人变成了广告载
体，相关广告收入也应该作为福利反馈给
环卫工人，至于广告内容，只要不违反法
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社会也是可以接受的。

@zjtlove：公共事务领域能否给商业
广告留一席之地，其中的利弊得失有待商
榷。其实，即使各级党报党刊，也允许刊
登广告，所以我认为，动员社会力量，引
进社会资源，为公益事业注入更多资金和
活力，未必不能尝试。

【下期话题】

“雇托营销”

一家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心繁华商圈
的网红饼店，排队20余人中竟有7人是托
儿。此事日前被媒体记者蹲点证实并曝光
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成都市该辖区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后，对商家进行
了合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教育，商家则承
诺不会再有雇托排队的行为。至此，一起
虚假营销事件结束了，但当地舆论的质疑
并没有停止。

有人认为，商家人为营造产品畅销假
象，这种利用人们好奇心和从众心理，诱
导他人消费的行为，实则是一种消费欺
诈。还有人认为，消费本身就是一种情感
冲动，只要人们心甘情愿，从众消费也合
情合理。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
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商业广告与公益宣传

据《焦作晚报》报道，从8月10日
起，我市确定的首批80家沿街单位所属
厕所全部免费对外开放，这是城市文明
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体现。群众
利益无小事，给群众提供方便乃民生大
主题。

为解决焦作城区公厕数量不足、分
布不均、市民出行如厕难的问题，我市
在5月份出台了《焦作市城区沿街单位
内部厕所对外开放实施方案》，引导机关
企事业单位向外部人群开放内部厕所，
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

笔者最初认为，沿街单位内部厕所
对外开放会遇到不小的阻力，因为内部
厕所对外开放，会带来安全管理和保
洁、用水、用电等相关经费增加等问
题，沿街单位积极性或许不会高。但令
人欣喜的是，我市广大沿街单位积极响
应，特别是首批80家对外开放厕所的沿
街单位，抛弃“私念”，服务大局，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为“四城联创”贡献自
己的力量，值得点赞。

沿街单位既然决定内部厕所对外开

放，就要把好事做好、实事办实，不得
擅自关闭或无故停用内部厕所，要保证
照明灯具、洗手器具等设施完好，尤其
要加大管理力度，像对待本单位人员一
样，为市民提供服务，通过对外开放内
部厕所的契机，改善干群关系，树立良
好形象，提高群众满意度。

此外，广大市民也要提高素质，以
文明得体的举动回报沿街单位的善举，
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爱护厕所内的
设备、设施，千万不要做把卫生纸“顺
手牵羊”的事情。

沿街单位开放内部厕所，体现了一
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温情，其结果必然
是开放内部厕所的单位赢得“亲民便
民”的好口碑！

沿街单位开放厕所
城市文明更上层楼

□象飞田

近日，《参考消息》援引美国石英
财经网发表的文章称：自2008年以来，
女性大学生人数超过了男性，同时，中
国女性的就业比例提高。这意味着，
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的男性和女性
之间的差距是世界上最小的。剩女以
她们的高学历和高收入，完全能够保
持独立、自信和自由，她们拥有广博的
知识、成功的事业和很高的社会地位。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男性和女性
之间的差距是世界上最小的，单身女
性完全能够保持经济独立。也就是
说，中国女性挣钱的机会并不比男性
少、能力并不比男性差，很多女性不再
需要在经济上依赖男性，更多女性因
此对婚姻更为谨慎。而且，越是经济

发达的城市，单身女性数量越多，这与
“剩女都是嫁不出去的女人”的传统看
法不一致。

“单着，挺好。”男人如果公开这么
喊，会让人觉得有点假，或者误以为是
同性恋，但女人这么说，就不一样了。
剩女话题虽然惹眼，但从统计数据看，
剩男数量其实更多。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农村光棍。
剩女主要集中于发达的城市，光棍主
要集中于农村和落后的地方，这是完
全不同的两种现象，也意味着这两类
人不可能“中和”。

讨论光棍问题，得从男女比例、教
育水平、经济水平等视角，去关注他们
怎样被剩下。剩女问题则不一样，无

论是观念上的不再盲从、不再屈服，还
是经济实力上有条件不再“凑合”，都
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就是为什么越
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单身女青年越多
的原因所在。只有那种相对落后的地
方，才会觉得女人30岁还不结婚是个
大问题。

“单着”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
选择变多了，也因此变难了。城市人
口的聚集，让选择的基数无限放大，让
选择的可能无限增多，不像在一个村
子里，方圆几公里可选择的对象就那
么多。

剩女本来是一个贬义词，但经济
独立的女性，慢慢将它“活”成了一个
褒义词。它不再意味着被挑剩下，反

而意味着有能力、有主见，不将就、不
盲从，不再活在“男权社会”的标准
里。“男权社会”对于剩女的各种“污名
化”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甚至有学
者表示，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父亲这
个角色可能面临着沦为多余的尴尬。

完整的女人、完整的人生、完整的
家庭，类似的概念，眼下依然有很强的
说服力。大多数人因此依然会选择婚
姻，但至少，“单着”也日渐成为可行的
选择。

总结一下：光棍更多是被动的无
奈，剩女更多是主动的选择。光棍的
确是个问题，但剩女不同，因为不是问
题，自然也就无所谓解决，需要的只是
社会的理解与尊重。

剩女需要社会的理解与尊重
□止 凡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
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
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刊发读
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火花。来
稿邮箱：jzrbsp@163.com。

网视导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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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我夫史继庭，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8月10日13

时25分不幸逝世，享年65岁。兹定于2017年8月12日
（星期六）7时30分在市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望其
生前亲朋好友届时参加。

妻：刘金兰 携
长子：史占江 媳：高慧玲 孙子：史润承 史润祺
次子：史占河 媳：李 斌 孙子：史润东 史润谦

泣 告

本报讯（记者韩笑） 为了让更多
家庭拥有健康的孩子，河南省今年4月
公布的 2017 年全省十件重点民生实事
工作方案中，明确规定了要实施“免
费开展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
病筛查”。免费筛查需要具备哪些条
件？什么时期检查最合理有效？8月10
日9时，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爱玲做
客本报网络直播间，就免费开展出生
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的相
关事宜和广大网友进行沟通交流。

王爱玲在节目中讲，为提高出生
人口素质，政府以购买服务方式，在
全省范围内免费对早中期孕妇开展一
次血清学筛查和一次彩色超声筛查，
对新生儿开展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
状腺功能减低症和听力筛查服务。对
于出生缺陷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目前
国际上普遍采取“三级预防”模式。
其中，在孕期进行的产前血清学筛查
和超声筛查，被业内认为是预防出生
缺陷最有效的手段。王爱玲就免费筛
查项目的检查时间给网友们作了详细
说明。四维彩色超声筛查：怀孕11周~
13 周+6 天；血清学筛查：怀孕 15 周~
20 周+6 天 ；新生儿“两病”筛查：
最佳采血时间为出生72小时后至7天之
内，并充分哺乳，最迟不要超过出生
后20 天。新生儿听力筛查：正常出生
新生儿应在出生后48 小时至出院前完
成初筛，未通过者及漏筛者于42 天内
均应当进行双耳复筛。

本次免费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
筛查实行属地管理和定点服务。夫妇
至少一方具有河南省户籍或夫妇双方
非河南省户籍但女方在本省居住6个月
以上的孕妇及其新生儿。

广大读者和网友想了解详情，可
登录焦作网 www.
jzrb.com，进入网
络直播点击收看
或关注焦作网微
信或扫描左方二
维码收看本期节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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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瑞雪）今年
8月9日，我市门户网站焦作网今
日头条、焦作网微信头条刊发了
题为《“思源·新能源”寻觅真
经公益书学堂开班》的消息，受
到网友、微粉的热情关注，尤其
是视频、图片、文字同时立体传
播，更让网友和微粉大呼过瘾，
称切身感受到了新媒体的优势和
魅力。

8 月 8 日，由中华思源工程扶
贫基金会新能源公益基金主办、卜
里书院承办、民建焦作直属支部协

办的第三期寻觅真经公益书学堂
开班仪式在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科技大厦举行，来自云南、广
西、贵州、甘肃等 12 个省、自治区
的 48 名学员齐聚一堂，学习中华
传统文化，助力西部扶贫。中华思
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陶鸣、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宋华
平出席开班典礼。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是
由民建中央发起、中共中央统战
部主管的公募基金会，秉承“饮
水思源，回报社会”的公益理

念，帮助困难群体解决生产生活
困难，促进我国贫困地区经济和
社会事业发展。今年 3 月，多氟
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捐资500
万元设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
会新能源公益基金外，还在精准
扶贫、鼓励青年创业、为慈善机
构捐款捐物、扶贫助学、抗震救
灾、救孤助残、爱心敬老、组织
无偿献血、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
等社会公益事业中累计捐赠金额
400余万元。

陶鸣在开班典礼仪式上对多

氟多公司多年来致力于公益扶贫
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
定，希望多氟多在传统文化、新
能源产业和其他领域开展系统、
专业的培训，带领、引导西部地
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促进我国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世江在致辞中表示，此次
思源新能源公益书学堂活动着重
于为西部贫困地区培养传统文化
师资力量，凝聚文化力量，助推
西部扶贫。多氟多愿意与思源工

程、卜里书院及社会各界一道，
将文化建设进行到底，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一分贡献。

据悉，此次培训共计15天，包
括书学、太极拳、经典诗词诵读等
多项课程。广大读者和网友想了
解详情，可登录焦作网 www.jzrb.
com，进入“网视
焦作”点击收看
或关注焦作网
微信或扫描本
文二维码观看
精彩视频。

“思源·新能源”公益基金助力
西部地区文化扶贫受网友关注

本报讯（记者毋千举、杨
铭）为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展现少年儿童努力向上的
精神面貌，提高孩子的绘画艺
术修养，8 月 9 日上午，由焦
作万达广场、市轻松教育美术
中心联合举办的暑期儿童画展
在万达广场举行。

记者在画展现场看到，一幅
幅绘画作品充满活力，稚趣横
生，吸引人们驻足观看。业内人
士评价，这些作品立意新颖、构
思独特、手法灵活、贴近生活，每
一幅图画都传递着孩子们的美
好愿望和对生活的热爱。

据介绍，此次画展经过精
心准备，精选了300余幅作品
进行了展示，作品类型有书法
水墨画、版画、素描、水粉
画、水彩等。孩子们充分发挥
创造力和想象力，通过手中的
画笔，描绘出多姿多彩的画
面；有的作品结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内容，表现了我市
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的思想感情
和大胆新奇的想象力。

少年儿童绘画展
在万达广场举行

网络直播 〉〉〉〉〉〉

本报记者 付凯明

暑假里，本应是孩子开心、家长轻松的
时候，但最近网友“咪兔”怎么都高兴不起
来，让其上火的不是高温天气，而是孩子高
额的补习费。

该网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孩子
上小学四年级，这个暑假，8月底钢琴考级，
每周要上两节钢琴课，200 元一节，一共
2000元；游泳班2600元；英语、奥数、作文
3科培训班6000 元；参加北京夏令营游学活
动3000元，各种教辅工具2000元……一个暑
假两个月，孩子竟然花了快 2 万元。看来，
网上流传的“月薪上万元撑不起一个暑假”
真不是个段子，而是现实存在的事实。

孩子暑假不闲，家长忙着撒钱。据了
解，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在暑假里给孩子报了
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或兴趣班，每个班的费用
一般在1000元以上。家长们坦言，孩子放暑
假，家长没有时间管，报班对孩子成长有好
处，让孩子补补课、充充电，学会一些技
能，增长一些见识。因此，即便花钱多，家

长们也在所不惜。
一位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专家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家长之所以争先恐

后将孩子送到校外教育机构上补习班，实在
是社会大环境所致。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学
业竞争被不断提前，家长压力增大，因此总
是想办法尽可能多给孩子补充一些技能和
爱好。

市政协委员刘宇认为，如今这种教育模
式，最大的受益者是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家
长们需要好好思考以下问题：人生不是短跑
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总想赢在起跑线
上、拼命冲刺，效果就一定好吗？让孩子一
直保持紧张的状态真能得偿所愿吗？毕竟，
我们要的不是一台学习机器，而是一个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孩子。

网友“狼图腾”：暑假就应当让孩子更好
地放松，接触大自然，了解一些人文历史，
而不是天天泡在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里。作为
家长，拿着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把孩子送进
补习班，虽不是家长本意，但硬着头皮或是
打肿脸充胖子，这种方式不可取。

网友“陌上花开”：培养孩子的兴趣或是
利用暑假给孩子补习无可厚非，但是要把握
好度，否则将事与愿违，不利于孩子身心健
康。

一两万元撑不起一个孩子的暑假
网友感叹：“烧钱式”教育伤不起 专家建言：“烧钱式”教育不可取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