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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银发低头族更多关爱
“有一种孝顺，
是带老人跟上这个信息时代”，扶老上网是子女的义务，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不管是走路、坐车还是吃饭、休息，
都在低头玩手机；半夜不睡觉，挑灯夜
战只为追剧，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刷朋友
圈……当前，网络已经不再是属于年轻
人的“专利”，越来越多老年人也开始
“一网情深”
，甚至成为“网瘾老人”
。
在智能手机、电脑十分普及的当
下，老年人学会运用网络，能够更方便
获取资讯信息、沟通联络，当然是一件
好事。笔者单位有一位年近六旬的“老
网 虫 ”，手 机 APP用 得 比 年 轻 人 都 要
溜。全民 K歌、摩拜单车、微信全不在
话下，手机自拍完还要美化一下，
“人老
心不老”的劲头，让后辈都深感羡慕。
然而，一枚硬币有两面。老年人一旦过
度依赖甚至上网成瘾，则有诸多弊端。
从身体方面讲，长时间上网容易引发心
脑 血 管 疾 病 、颈 椎 病 、眼 疾 等 多 种 疾
病。从心理方面看，本打算缓解孤独，

热

却是“朋友圈越发越寂寞”，反而增添空
虚感和焦虑感。近年来，间或曝出的诸
如“八旬老翁长时间玩网游，突发脑梗
住院”
“婆婆迷追剧在家不做饭，一家六
口一日三餐叫外卖”等新闻令人欷歔，
引人深思。
网络在老年人生活中的“越位”，一
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和子女对老年人
关爱的缺失。许多老年人退休后，生活
的重心逐渐从工作转移到家庭生活中，
空闲时间多、独处时间长。如果社区和
社会组织能够更多组织有益身心健康
的活动，子女家人可以更多陪伴唠嗑，
适当安排家庭旅行、老友聚会等社会活
动，帮助他们培养书法、唱歌、垂钓等更
多兴趣爱好，让他们的生活丰富起来、
身心愉悦起来，把内心的空虚寂寞疏导
出来，尽享天伦之乐的老年人又怎么会
陷入“网瘾”
之中？

帮助老年人适应网络世界，不只是
防止他们掉进消磨时间的“坑”里，也要
提醒他们留意各种不良信息的“坑”。
现在不少网上信息鱼目混珠、良莠不
齐，林林总总的“养生秘诀”、形形色色
的“经验之谈”、虚虚实实的“钩沉揭
秘”，极易对他们的认知造成误导。作
为晚辈，应该设法提高老年人利用网络
学习和分辨信息真伪的能力，免受违法
广告、养生谣言等不良信息的干扰误
导。
引导老年人平衡线上线下的关系，
帮助老年人克服盲从心理、辨别信息真
伪，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需要花费
年轻一代宝贵的时间，更需要有循循善
诱的耐心。在我们的身边，时常能看到
有年轻人“恨铁不成钢”，对老人动辄生
气乃至呵斥，那种“还不是为你好”的态
度，跟他们年少时深恶痛绝的成年人态

考中，很多高校为吸引生源，提出的科目要
求，大多是科目不限、三门或者两门要求，只
提出必考一门的专业不多，因此，虽然选择
物理有很大的报考优势，但是，不选物理对
报考大学、
专业也影响不大。
针对以上问题，就需要调整等级赋分比
例、大学招生专业提出的选科要求，以及进
一步推进录取制度改革。在等级赋分方面，
有的省份采取的办法是“打补丁”，设立选考
最低保障基数，比如浙江已经为物理科目设
置6
.
5万人的最低保障基数。此外，根据教
育部发布的 2
0
1
8年工作要点，教育部今年将
制订并发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
目要求指引(
试行)
》，旨在规范高校招生专业
选科要求。
就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来说，更重要的
还是要进行录取制度改革。扩大学生科目
选择权的改革方向没错，例如在美国，大学
各专业就提出不同的课程和成绩要求，理工
科专业会要求数学、物理、化学等成绩；人文
社会科学专业，则对物理、化学科目成绩不
做要求。但美国大学的自主招生程度较高，
不是把某一州所有学生按一个标准排序录
取，这就为大多数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能力选择适合的学科创造了条件。因此，要
让扩大学科选择权的改革进一步发挥价值，
就必须打破单一按总分录取的模式，建立多
元评价体系。这也是解决基础教育应试教
育问题的关键。否则只是应试导向的话，学
生学习某一科目，重视的都是获得高分，而
非培养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在文理分科的
情况下，学理科的学生没有科学精神，学文
科的学生没有人文素养的问题，恐怕不会少
见。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除了调
整选科，还须触动更深层次的改革录取制
度。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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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乘火车想出“省钱”新招 买到南京车票贴成“北京”半年
内将被拒售火车票】
近日，一男子拿张“打补丁”车票，在苏州火车站被工作人员拦
下并报警。民警发现，车票上的“北”字和“1
6
8
.
5元”的字样是贴上
去的，男子称为“省钱”，现已被拘留，未来半年内他将被铁路部门拒
售火车票。
网友@是阿胜阿：
智商感人。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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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短评 光明日报：打破单一总分录取的高招模式

据媒体报道，日前，作为我国第二批新
高考试点省份的海南、山东，先后颁布了《深
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在2
0
2
0年改革全面落地前，我国今年还将启
动1
7个省份的第三批新高考改革试点。如
何改出更“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不少专
家表示担忧，高考改革切莫“改”掉了科学素
养。从浙江和上海已经试点的高考改革看，
因“赋分制”不占优，被最多考生弃考的物
理，在进入大学后，来自浙江和上海的新生
的物理整体挂科率大大高于往年。
一些专家质疑，这是因为把物理、化学、
生物等作为选考科目导致的问题。但其实，
出现目前的问题，不是给学生学科选择权有
错，而是整体高考录取制度与扩大学生选择
权之间不够匹配，导致基础教育还存在功利
的应试倾向，为获得更高等级，很多学生不
愿意选难度较大的物理。
本来，按照新高考的科目组合设计，和
大学专业招生提出的选考科目要求(
针对新
高考“3+3
”科目组合，文理不分科)
，选择物
理是最具优势的，化学、生物次之。考生只
要选了一门物理，在浙江高考中可以报考
9
1
%的专业，在上海可以报考北大、清华、复
旦、交大、同济等 5校 1
2
2个专业的 1
2
0个。
可是，在浙江和上海都存在选考物理科目学
生偏少的问题，在浙江 7门选考科目中，物理
排第六位，在上海 6门选考科目中，物理排第
五位。
出现这一现象，是实行新高考改革后，
高校录取主要还是按“3+3
”的总分排序，结
合学生志愿进行录取。因此，考生在选择科
目时，首要关注的还是怎样才能获得更高的
高考分数，而不是自身的兴趣，以及未来长
远的学业与职业发展。
另外，就是高校专业提出的一些选考科
目也缺乏科学论证。在浙江和上海的新高

度，几乎没有两样。
“ 有一种孝顺，是带
老人跟上这个信息时代”，扶老上网是
子女的义务，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对
此，年轻人可以组织互助同盟，利用“外
来和尚好念经”的特点，有条件的还可
以组织定期的聚会和讲座，达到各自在
家时难以达到的引导效果。
随着互联网深度嵌入社会生活，老
年人正成为上网生力军。2
0
1
7年，5
0
岁以上网民群体在网民中所占比例达
到1
0
.
6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正融入
互联网之中。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经
验构建独特的上网生活，形成了区别于
年轻人的网络文化。发扬亲情孝道、给
予社会关爱，帮助银发低头族提高网络
素养，他们的网络生活中同样有灿烂的
夕阳红。

改头换面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针对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影响学校正
常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等问题，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有媒体调查发现，1个多月
过去了，一些学生同一个学科换两三个地方补习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初中阶段语数外物化“满汉全席”式的补课也并不罕见。在主管部门
“重拳”整顿清理课外培训市场的形势下，校外培训机构生意照旧。这
说明课外培训市场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教育理念。如果
错误的教育观念得不到纠正，功利化的心态仍然主导，那么教育主管部
门规范市场的努力必将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加强家长在教育理念
方面的引导，使家长学会信任老师，并保持良好的沟通，形成家校教育
合力。
来源：
经济日报

【收垃圾短信回 T退订反收更多推送？
代发平台：
回几百遍也没用】
“退订回 T”，看到推销短信后，成都市民
阿琳（化名）回复了一个“T”，希望不再收到
这样的短信。然而，连续回复多个 T后，垃圾
短信不仅没有被“退订”，发送的频率反而更
高了。回复“T”到底能否取消推销短信的接
收？记者以商家名义暗访短信代发平台，得
到的答复是：退订回“T”，只是一个形式，
“就
算用户回几百遍‘T’，也没用。”面对此类流
氓短信，网络安全专家建议，鉴于部分不法分
子会在后台设置参数，用户回复“T”进行退
订，后台实际执行的可能是“同意”
“ 注册”等
操作，出于安全考虑，在相关短信制度更加完
善之前，
建议用户不回复或黑名单处理。
网友@写真集子：建议消费者的同时,
更
应建议运营商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西安一女子身份遭冒用 20年，冒充者已
是当地教育局干部】
去年，在西安打工的荆高峰得知一个与她
同名同姓的人在他们县里幼儿园当园长。因
为有一个极男性化的名字，而且荆姓在她的家
乡咸阳市三原县并不是大姓，这让她的家人认
为，这样的重名一定不是巧合。当她回到家
乡，在幼儿园的照片中一眼认出上面的“荆高
峰”竟是初中同年级同学——李敏。而这个冒
牌的“荆高峰”，在二十年前顶替他人身份后，
学成归来当了老师，又很快进入三原县教育局
成了一名干部。
“荆高峰”对于真荆高峰的到来
显得很意外，赶紧将她拉到门外，
“我承认是我
不对，但那是我妈让朋友弄的，你看我给你点
钱，咱们把这事一解决咋样。”二十年姓名被人
冒用，身份成绩被人顶替，人生路彻底改变。
荆女士无法面对这一切……
网友@汉中大城小事：厉害了，
我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