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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挤厕所过夜”折射景区公共服务短板

延长时间、丰富内容、增加供餐……春季学期，石家庄等地纷纷推出新举措——

免费课后服务提质又升级
河北日报记者 马 利 桑 珊

集思录

微 评

让快递包装“绿”起来
周丹平

朋友圈关闭广告不能如此复杂
许君强

“随心飞”岂能成为“套路飞”
史洪举

给靠喝换钱的“海量王”醒醒酒
贾梦宇

社会
今年以来全省314人

被终生禁驾

百名基层在岗中医将
接受全科医师转岗培训

经历了此前多家媒体的点名批评后，
许多以“大胃王”为卖点的吃播博主已经
有所收敛。但近日一种以喝酒为主题的

“海量喝播视频”却冒出了头。有博主甚
至一口气就喝下一大瓶白酒，让人看着都
觉得肝疼。（据《北京日报》4月6日报道）

浪费粮食的“大胃王”吃播被禁了，
“豪情万丈”的“海量王”又来了。

应该说，相比吃播，这种喝酒类视频，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许多人为了追求
花样，已经不满足于“喝得多”，而是要“喝得
急”“喝得怪”。有的人发明了“挤压式”喝酒
法，把酒瓶里的酒都倒在塑料瓶里，用嘴堵住
瓶口，再把瓶子用手使劲一挤，满满一瓶酒瞬
间挤下了肚。有的人则特制了一个巨大的酒
杯，目测能装下好几升酒，挑战的是一口气把
这一杯酒全都喝下去。还有人走的是“恶心路
线”，一瓶二锅头居然用鼻子全吸了进去。

站在健康的视角看，这种行为，容易
让人喝酒成瘾，对身体造成的危害甚至是
无法挽回的。正如业内专家所言，如果每
周都是以这样高的频率喝酒，而且形成规
律性饮酒，无异于拿命换钱。“海量王”以

大量饮酒引人眼球，伤的是自己的身体，
传播的是腐朽的酒文化。

海量喝播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流量。在
某视频网站上，一名女性博主最火的一则
视频就是以喝播为内容，播放量达到了惊
人的173万。很多“海量王”靠“喝”成为网
红，靠点击率挣得盆满钵满。而这些视频
的走红，除了一些博主拿命换流量外，部分
直播平台也在充当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比
如，虽然部分网站已经特意为这类喝酒视
频标注了“该行为存在风险，请勿轻易模
仿”，但并未对视频作出进一步监管，说到
底就是想靠它们来吸引更多的流量。

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是以不断提
升内涵为基础的，而不能靠简单的博眼球。
有关部门应像整治“大胃王”那样整治“海
量王”，给靠喝换钱的“海量王”醒醒酒。加
强对直播平台的管理，对违规放任者给予
严惩，相关网络直播平台也要负起自身的
社会责任，加强审核把关，对“海量王”等有
损生命健康的直播形式予以叫停，让剑走
偏锋的“海量喝播”无容身之所。

微信朋友圈总推送广告，即使点了“不感兴趣”，过段
时间还会出现……对此，微信虽提供了个性化广告推荐
的关闭功能，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此操作不仅复杂，需要
9步才能完成，且并非所有广告都可以关闭，关闭期也仅
有6个月。（据《北京晚报》4月6日报道）

与某些软件没有关闭广告的服务，或虽有关闭按键，
但点击后却跳转下载一堆垃圾软件相比，微信有关闭选
项且真的可关闭一些广告的做法值得肯定。不过，关闭
程序之路漫长复杂，关闭有效期也仅半年，这不免有让消
费者“知难而退”的嫌疑。

广告关闭真的需要如此麻烦？市面上某些软件已经
推出了广告一键关闭服务，效果不错。实际上，这背后不
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说到根上，就是有
没有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以用户为中心是互联网行业
发展的重要逻辑，忽悠和为难消费者的做法，消磨的恰恰
是平台本身的信任资源。

当然，让消费者不被广告所“困”，不能只寄希望于软
件开发商的自律，更需要监管部门及时有力的介入。强
化落实软件开发者和运营商的责任，研发新的信息过滤
和广告屏蔽技术，畅通用户反馈和举报渠道，让关闭广告
变得轻而易举，才能给用户带去更清爽更舒适的使用
体验。

4月6日，国家邮政局召开二季度例行
新闻发布会，对《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
进行解读，并表示于 4 月份正式启动过度
包装专项治理，争取利用一年的时间，有
效遏制过度包装等违法违规行为，初步构
建防止过度包装的长效工作机制。（据新
华社4月6日报道）

曾有网友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网购
的化妆品到了，包装“里三层外三层”，整
个快递被透明胶带“五花大绑”着，最外一
层是快递公司的包装袋，然后依次是纸
箱、气泡膜、泡沫填充物、塑料袋，最后化
妆品纸盒里面还有一块方巾，打开之后才
见到化妆品的“庐山真面目”。

如今，网购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一部
分，这样的场景很多人都不陌生。对此，有
人调侃：这哪里是在购物，简直是在买包装。

客观来说，给易碎品或家具电器多包几
层、多装几盒、多缠几圈胶带，再加上空气
囊、气泡膜，还算在情理之中。可一本书、一
双拖鞋之类不怕摔打、磕碰的东西也先用硬
纸板包裹，外面缠了三层胶带，然后又用塑
料袋包装，再缠上胶带，就显得有些过分。

快递包装变成“俄罗斯套娃”，给人带来
的是“拆快递成了体力活”“拆快递比取快递
时间都长”的不便，更增加了垃圾分类的负
荷，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了环境污染。

快递过度包装导致快递包装材料过
度消耗，而快递包装材料往往是一次性用
品，在废弃后很少会被回收利用。纸盒、
塑料这些原本可回收的快递包装，往往因
胶带的影响，或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
而无法回收，造成惊人的浪费。快递包装
盒用掉一吨纸，意味着用掉 20 株树龄为

20-40 年的树木、消耗 1500 升燃油。同
时，纸箱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回收利用的
塑料制品在被焚烧或填埋处理过程中，都
会对水、大气等环境造成新的污染。

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
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833.6亿件，
预计今年全年快递业务量将达950亿件。要
是任由过度包装继续下去，将有多少包装材
料被消耗？又将造成多少浪费和污染？

快递商品过度包装，与商家、消费者、快
递企业都有一定关系。用料多、包得严的往
往会被评价为“包装用心”，有的买家还会要
求“多包几层”。商家为了防止货品破损，也
为了好评率、少退换，往往要把商品包成“粽
子”才放心。快递企业在货品外再加包
装，通常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样一来，
由于商品分拣、运输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可知

因素，到底是“过度包装”还是“适度包装”，
各方认识往往难以统一，没有清晰的界线。

《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明确了包装
选用要求和原则以及具体规定。寄递企业
合理进行包装操作，不得过多缠绕胶带，尽
量减少包装层数、空隙率和填充物；用户应
积极配合快递绿色包装的推广。针对过度
包装的认定依据，邮政管理部门将推动出
台《快递业限制过度包装要求》行业标准。

快递包装，是透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的一个窗口，也是推动快递业绿色发展的
重要方面。期待有关管理办法真正落到
实 处 ，让 快
递包装“绿”
起 来 ，让 我
们的生活更
美丽。

近日，“泰山酒店价高游客挤厕所过夜”引起社会关注。泰山景区管委会4月
5日在官网发布《关于泰山山顶宾馆房价有关情况的说明》指出，选择夜登泰山的
多为青年游客，大多会自带或租借棉服，窝在墙角、山坳、山洞、卫生间等避风处等
待日出。清明假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未接到山顶宾馆“坐地起价”、单方违约等方
面的投诉。（据中新网4月6日报道）

无论何种原因，游客挤景区厕所过夜绝不是可以冷眼旁观的“正常现象”。泰
山的日出很美，公共服务管理也应更人性化、更有温度。

从去年 6月开始，东航、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
相继推出“随心飞”机票套餐服务，消费者花费三四千元
购买套餐，就能在一段时间里、一定条件下，不限次数飞
行。然而，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在使用过程中会遭遇种
种限制和不便，“随心飞”屡变“闹心飞”。（据《成都商报》4
月6日报道）

“随心飞”机票套餐，是疫情发生后航空公司推出的
自救举措。对于疫情期间业绩惨淡、周转不灵、急需“等
米下锅”的航空公司而言，通过这种预售模式提前回笼资
金、稳定客户，可以救急以渡过难关。可一旦客流回暖就
反悔、想方设法层层设障，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不仅有
悖情理，也有侵害消费者权益之嫌。

有业内人士表示，航空公司推出此项业务,实际上是
赔钱赚吆喝，用户飞得越多,公司亏得越多。然而，既然
是促销活动，就存在风险，经营者就应该对未来的经营状
况和市场走向有合理的预判，即便出现损失，也不能转嫁
到消费者身上。此外，这种先用“花言巧语”把消费者

“骗”到手，然后以“最终解释权归自己所有”进行自我开
脱的行为，是一种商业霸凌。

“随心飞”变“闹心飞”，是经营者在套路消费者。行
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不能置之不管。

从 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我省实行
免费校内课后服务，解决了 137 万小学
生家庭的烦心事。然而，对于部分家长来
说，距离下班时间仍有一段差距，最后的

“空白期”如何解决？
今年春季学期，石家庄、邯郸、衡水、

沧州等地对这一“民生大事”再升级，明确
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不得早于
18时。延时后情况如何，有哪些值得借鉴
的经验，还有哪些难点、堵点？近日，记者
走进多所小学实地探访课后服务情况。

课后服务如何更贴心？

“偶尔有加班或是遇上堵车，接上孩
子的时候，学校的课后服务都结束了。”
石家庄市维明路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
女士工作地点在市区西二环之外，家里
是双职工，接送压力比较大，学校的课后
服务缓解了接送压力，但总有一两次赶
不上学校统一组织的放学时间。

“现在17时之后是弹性放学时间，家
长什么时候都能随时到学校接孩子。”该
校校长杨朝童介绍，学校课后服务分为两
个阶段，分别是16时至16时50分、17时
10分至18时，期间17时会组织一次统一
放学。18时以后，如果还有学生接不走，学
校将根据学生人数，进行年级合班，或者
是全校合班，直至每一个学生都被家长安
全接走。“弹性离校更符合家长接送情况，
满足家长的实际需求。”李女士说。

石家庄市对课后服务时间进行规
范，建立弹性离校时间，将服务时间与当
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要求下午课后
服务结束时间不得早于下午 6 时。邯郸
市对统一离校确有困难的学生推迟离校
时间，学生离校时，家长向值班教师出示

“弹性离校学生接送卡”，教师再安排学
生离校。

课后服务两个多小时时间里，如何
发挥更大的育人价值？在采访中，记者发
现课后服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服务的
种类不断丰富，质量正在逐步提高。

“不仅解决了辅导作业的大问题，孩
子还能有时间参加自己喜欢的社团。”邯
郸市复兴区百花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郝
宝霞对学校的课后服务连连点赞。

该校将课后服务分为作业辅导和社
团活动两个阶段，最终确立了“正品类、
笃学类、健魄类、尚美类、实践类”五大类
56门社团课程进行走班上课。而张家口
市经开区第一小学，每周二下午学校的
冰壶馆、乒乓球馆、机器人教室、航模教
室等 31 个活动场馆和读书长廊都会面
向全体学生开放，促进学生特长发展。

午餐时间短，家里没人做饭，也是备
受家长关切的问题。

4月6日11时30分，记者走进邯郸市
丛台区春光小学，一辆装有 1200余份学
生午餐的供餐服务车正停在教学楼前。
来自供餐企业的师傅们，三三两两抬着
保温箱走进教学楼，分发到各教室门外。
同时，学校值班校长正在抓紧试餐，对餐
食的口味、菜量等进行记录与反馈。“午
餐供应”让课后服务内容更加暖心周到。

“免费看娃”钱从哪里来？

尽管免费课后服务赢得家长叫好，
执行起来还是存在隐忧。采访中，部分学
校校长提出，首要的压力来自资金层面。

“学生在学校时间长了，水电费噌噌
涨，上个月多了 3 万元。”石家庄市一小
学校长说，“上千人的学校，过日子还得
精打细算。”

目前我省课后服务基本以政府为主
导，坚持公益普惠原则。有的地市将课后
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
对承担课后服务的教职工给予适当的劳
务补助，对学生实行免费制度，由政府
兜底。

今年邯郸市投入 8000万元，课后服
务全部由市、县两级财政保障。而各地经
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服务水平等实际
差异，也直接影响着课后服务质量。

尽管有规定，可以对老师们按照加
班时间给予相应报酬，考核评价中优先
考虑。但记者了解到，课后服务实施过程
中，有的学校存在政策模糊或财政补贴
经费有限等问题。

石家庄市一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人表示，近几年受城区新建小区数量急
剧增加、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等因素影响，
区内适龄入学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巨额资金新建中小
学校、幼儿园，再加上教育日常运转所需
的经费，财政能够用于教育的钱已所剩
不多。”这位负责人说，“去年承诺的教师
课后服务补贴还没有兑现。”

对此，石家庄市一位学校校长在接
受采访时认为，家庭应该承担部分费用，

“一方面放大了学校的责任，另一方面确

实增加了教师工作量。”
“如果收费，必然带来新的问题，家长

可能提出更加个性化的要求，学校承压增
多。”石家庄市桥西区教育局副局长杨建
更倾向于所需经费全部由财政负担。

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认为，究竟是政府保障还是多方分摊，各
地要因地制宜。收不收费，收多少，成本
比例如何确定，收费标准多少合理，城乡
之间如何统筹？都需进一步论证。

教师热情如何调动？

“备课的时间都被课后服务挤占了。
白天还要看班上课，现在只能想办法再
挤时间了。”一名小学老师说，幸亏孩子
跟自己在一所学校，不然自家孩子就没
法儿管了。

为了做好这项公益改革，各地都很
“拼”，最拼的还要数老师们。

关于师资，石家庄市曾经积极探索，
尝试过校内教师、购买服务、社会机构、
志愿者组织、大学在校生等渠道，可是真
实施起来，学校普遍发现校外资源存在
不稳定、不专业等问题，培养和使用好本
校的师资仍然是第一选项。

“学校在职教师是课后服务活动在
具体实施中的主要力量。”石家庄市教育
局工作人员表示，发挥校内教师作用，要
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积极性的
问题，二是能力的问题。

这位工作人员认为，课后服务劳动
价值应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可以尝试
创新形式和拓宽路径，比如向参与的教
职工发放一定的薪酬补贴、计入课时量
等。石家庄和邯郸将补贴向教师倾斜，石
家庄桥西区，教师承担课后服务，享受每
生每天 2 元钱的补贴；邯郸主城区按照
每班每天午餐管理和课后服务教师补助
费共计180元标准予以经费保障。

对于教师能力提升，相关专家建议，
要加强服务内容的设计，对教师加强培
训使其更加专业，否则服务质量就会打
折扣。而从目前看，完全依靠学校教师承
担课后服务工作，人手紧张，需要社会力
量加入，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做好监
管和培训。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于世
强 记者崔丛丛）近日，省公
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今年以
来全省终生禁驾情况，已有
314 人因酒驾、醉驾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构成犯罪或交通事
故后逃逸构成犯罪，被公安机
关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
终 生 禁 驾 ，彻 底 结 束 驾 驶
生涯。

据统计，1 月 1 日至 3 月
24 日，全省共有 314 人被终生
禁驾，其中有 98 人是因饮酒
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
生禁驾，216 人是因交通事故
后 逃 逸 构 成 犯 罪 被 终 生 禁
驾。这 216 人中，有 3 人是 00
后，最小的 17岁，65人不满 30
岁，这些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
就失去了一项今后生活、工作
的必需技能，而且终生不能再
取得驾驶证开车上路。216人

中 有 70 人 还 没 有 取 得 驾 驶
证，就被终生禁驾。37人原持
A 类驾驶证，35 人原持 B 类驾
驶证，他们今后无论是营运车
辆 还 是 私 家 车 辆 都 不 能 再
驾驶。

终生禁驾是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机动车驾驶人作出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
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
的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会将
禁驾人员录入管理黑名单，并
实施动态监管。

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保护
现场、及时报警是对驾驶人的
法定要求，酒后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更是每一名驾驶人不
可触碰的“红线”。交管部门
提醒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
定，拒绝酒后开车，安全行车、
文明驾驶。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
会）日前，省中医药管理局决
定开展河北省 2021 年中医类
别全科医师转岗培训。通过
转岗培训，将为我省培养 100
名从事基层卫生服务的中医
执业（助理）医师，使之达到中
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执业的
基本要求，切实发挥中医药在
基层卫生服务中的特色与优
势。凡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
报名申请。

据介绍，培训对象为基层
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包括
县级中医医院、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工作的
在岗中医执业（助理）医师；中
医类别中专及以上学历，50岁
以下，累计从事临床工作 2 年
以上；遵守职业道德，无违规

违纪行为，5 年内未发生承担
主要责任的医疗事故；身体健
康，未担任院级行政领导职
务，有脱产学习的条件。

转岗培训时间 1 年，分理
论培训、临床培训、基层实践
培训三个阶段，采取脱产学习
方式，重点加强对中医药知识
和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对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能力和中
医临床思维训练，强化中医全
科医学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

培训结束后由河北中医
学院组织进行理论考试和实
践技能考核。合格者由省中
医药管理局颁发《河北省中医
类别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
证书》。对取得合格证书的人
员，按照政策规定加注或变更
注册为中医全科医学专业。

石家庄市草场街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图为学生在上机器人课。
河北日报记者 马 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