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娃写作业陪出教师证，
这样的家长很励志 03
就事论事

体检行业
急需全面“体检”
樊树林

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爱
康 集 团 董 事 长 兼 CEO张 黎 刚
“语出惊人”：有些体检公司做的
是假体检，用护士假冒医生看超
声，甚至有的抽了血，没做检查
就扔掉的，直接出结果，只因为
真正得癌症的比例仅有千分之
三。
（《海南特区报》）
体检乱象存在不是三朝两
夕了，在“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
战略，人民健康已经是国家和社
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当下，对
民营的体检机构做一次“体检”，
祛除其肌体上的毒瘤尤为重
要。为此，才能为群众的身体健
康保驾护航，才能助推“健康中
国”战略的实施。

顶岗实习
岂能只顶岗不实习
张东阳
每天工作超过 10小时，一
个月休息两天，工作内容是每天
在流水线上加工磨具。面对学
校强制安排的顶岗实习，河南一
家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小张
很犯愁：不干，可能拿不到毕业
证；继续实习，学不到技术，还浪
费时间。
（《工人日报》）
顶岗实习变成了没有半点
技术含量的“顶岗”，根本没有让
学生结合自身所学知识和技能，
发挥实习作用，功利的“顶岗实
习”变成了只“顶岗”不“实习”。
这其中，学校与劳务公司之间的
利益链难以避免。

“见面难”
折射虚拟社交依赖
张连洲
对于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
人来说，与朋友约见一面似乎变
得越来越难。有网友开玩笑说，
在北京生活的人，跨越东西城吃
顿饭都能算“生死之交”。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1978名在大城市
生活的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65.
9%的受访者觉得在大
城市与朋友约见一面难，44.
9%
的大城市受访者与朋友见面需
要提前三五天约。
（《中国青年
报》）
虚拟社交中的“乐趣”，是以
现实生活中的“无趣”为代价的，
折射的是虚拟社交依赖，社交平
台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人们虚
拟满足的同时，也带来负面社会
影响。

胡欣红
据媒体报道，江苏丹阳市一位
年轻妈妈近日发了一条朋友圈表
示，她在辅导孩子功课的过程中，考
了一个小学教师资格证，
“我的孩子
正上小学，为了把辅导作业的负能
量化解掉，一时激愤就去考了一个
证……鬼知道中间我经历了什么。
算是个励志的妈妈吗？
”
辅导孩子作业被气出中风 、激
动拍桌致骨折……现在，在很多家
长眼里陪娃写作业已成了一项“高
危工作”
。
继“一做作业鸡飞狗跳”和“深
夜吼妈”的段子之后，前不久一条关
于写给未来亲家的朋友圈又火爆网
络，一位妈妈用比较戏谑的方式，写
出了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时的苦
恼。辅导作业崩溃到要提前“嫁”女
儿，固然只是调侃，但个中滋味确实
令许多身临其境的人感慨万千。
在陪娃写作业的吐槽潮流中，
一位年轻妈妈竟然“顺便”考出了教

新闻点点评
新闻：对于在城市生活的人来
说，装修、安装、维修等问题越来越
离不开技术工人的帮忙。请工人上
门维修，
方便快捷，
但费用不低。
“十
元材料百元人工”的现象也并不少
见。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
0
1
0名受访者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
4
.
5
%的受访
者觉得现在人工费变高了，
5
9
.
0
%的
受访者觉得大城市生活成本催高了
人工费。
（《中国青年报》）
点点评：虽然人工成本上涨是
客观事实，但“十元材料百元人工”
现象须客观对待。不管是维修家里
的电器，
还是疏通下水道等等劳动，
其人力成本的提高，是体力劳动者
得到更大尊重,
体力劳动的价值得
到更多承认的体现，这背后反映出
的是经济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
因
此,
我们对此不该持否定和抵制的
态度。其实，当我们抱怨人工成本
过高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动
手，
丰衣足食”
？这样就不必求之于
人了。
新闻：从 1
9
9
9年至今，
“顺其自
然”在每年 1
1至 1
2月期间都会向
市慈善总会捐款，捐款数额从几万
元至几十万元不等。
对慈善者的高调宣传，感染更
多人向善固然符合慈善的本意，但
《朱子家训》中也有这样一句话“善
欲人见，不是真善”。在“顺其自
然”真人不露面的情况下，不揭开
捐款人的谜底，如其代号“顺其自
然”那样，一切顺其自然，或许更
好。一方面，既然捐款人不愿意公
开现身，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另
一方面，这并不影响捐款的实际效
果。不知道捐款者的姓名，也并不
影响我们学习这种精神。我们不
妨尊重他的意愿，也“顺其自然”
吧。
（《新京报》1
1
月 30日）
点点评：善欲人见也好，善不
欲人见也罢，只要出发点是好的、
效果是好的，都是真善，都值得我
们赞扬、学习和尊重。

师资格证，这样的一股“清流”，不由
得令人眼前一亮。
随着政策的放开，社会上考教
师资格证的人越来越多，但陪读家
长“一时激愤”考出来的却不多见。
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说陪读家长
们素质不行或者有其他能力问题，
而是指处于陪读状态下的家长往往
情绪激动。
“ 鸡飞狗跳”或许言过其
实，但时常被“刺激”，很难静下心来
做事却是常态。
陪写作业，并不意味着分分秒
秒死盯着。所谓的“陪”，其实主要
是孩子的学习习惯，而不是家长对
孩子的作业指手画脚。然而，道理
都明白，却常常
“看得破，
忍不住”。
有的家长喜欢盯着孩子写作业，
一旦发现有问题，
或字写错、
写歪了，
一边帮孩子涂擦，
一边批评、
埋怨、
责
怪孩子：
“怎么搞的，又做错了，总是
改不掉。
“
”说过多少遍，
就是记不住，
气死人！
”
如果孩子反应慢了几拍，
更

会大动肝火，
常常闹得不欢而散。殊
不知，
这种
“及时”
指点往往会制造紧
张焦虑的氛围，
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能
量之门也很难打开。家长再怎么说
教孩子都听不进去，也改不过来，甚
至造成逆反心理，
适得其反。
面对这种陪读滋生的矛盾，光
靠不断念叨“亲生的”，并不能解决
问题。让孩子自己做作业，家长在
一旁拿本书读读，或者专心做点其
他的事，或许才是解决之道。丹阳
的这位年轻妈妈堪称典范，完美地
诠释了“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
涅，与之俱黑。”在妈妈的榜样示范
之下，孩子怎能不深受熏染？学问
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一旦养成专
心 学 习 的 良 好 习 惯 ，自 然 受 益 终
身。而且，在学习过程中，不轻易打
断打扰孩子，也能最大限度地培养
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如此一举多
得，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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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

“兜着走”
教育分期贷款成培训机构
潜规则，一旦申请教育分期贷款

学生便面临退课难。
李嘉

孩子，莫一言不合就出走
冯海燕
集美两名小女孩因偷摘了几斤
是惩罚家人，给大家添乱——
“五年
菜被发现后，内心产生自责，竟留下
后再回来”，如果你们“如愿”失踪五
“告别书”离家出走。通宵未归的俩
年，
能想象你们的家庭会变成什么样
孩子让家人心急如焚，也引发市民
子？父母难以安心工作与生活，
他们
们的广泛关注，民警和救援队投入
会辗转奔波，会发了疯似的找你们。
紧锣密鼓的寻人中。日前俩孩子在
而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你们确信自
灌口大道被救援人员发现。
（1
2月 3 己能独自面对，
独自适应？五年会过
日《海峡导报》）
去，但五年之后人事全非，很可能太
孩子，你们被找到，让我们松了
多太多东西，
永远也回不去了。
一口气。这年头，最让人揪心的是
痴迷手机被批评出走、考试不
有关孩子出走、失联之类的信息，因
好闹出走、没遵守好纪律被批评出
为你们自我防护能力不足，人在江
走……事情起因虽然不同，但是，你
湖漂，就怕你们会“挨刀”，事实上， 们及你们的一些同龄人似乎很容易
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
选择这样的方式——出走。无论是
不知道你们偷菜是纯粹的恶作
赌气，生气还是做错事后的自责，
剧，
还是看着新鲜从心动到行动，
不管 “出走”都是雪上加霜的下下策，是
怎样都是不对的。尽管这只是
“小恶”
， 你们这个年龄段不该考虑的事情。
但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
许多的大恶都
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确面
是从小恶开始的。所以，
我们要诚信做
对，那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噩梦般的
人，
规矩行事，
切不可养成坏习惯。
经历，更会将家人折腾得心神俱疲，
假如问题已经出现，
当然要承认
将社会折腾得鸡飞狗跳。
错误，要积极改正。但是要勇于面
一言不合就想出走的孩子们，
希望
对，而不是留书一封，离家出走。这
你们明是非，
更希望你们知轻重，
不管发
乍一看是自我惩罚，自我赎罪，实则
生什么，
都不要冒出离家出走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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