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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偏见
重新发现“专门学校”的价值

◎蒋璟璟

时有发生的校园暴力中，施
暴者何去何从？近日，湖北给出
一份解决方案。4月17日，湖北
省教育厅联合省内8部门发布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
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提出，
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欺凌和
暴力的学生”，“必要时转入专门
学校就读”。记者从湖北省教育
厅基础教育处获悉，所谓“专门
学校”，即指曾经的“工读学校”，
在满足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对
在校学生实施重点看护。（新京
报）

“校园暴力学生屡教不改者
将转专门学校”，这其实并不是
什么新创意。之于此，《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中早有专门表
述，各地日常教育实践过程也不
乏具体案例。在此前提下，湖北
新近发布的“意见”只能算是援
引法律、重申法律，而称不上是
突破性的地方立法。可即便如
此，其还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
讨论，这着实耐人寻味。

从舆论反馈来看，不少人都
是第一次获知“专门学校”之说，
甚至自然而然将之误解成是湖
北方面的“新创造”。之所以会
有此现象，很大程度表明，现实
中所谓“专门学校”几乎名存实
亡。公开报道显示，多地“专门
学校”因生源不足被迫停办，就
很能说明问题。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专门

学校”几乎为人所遗忘，实则有
其必然性。首先，从认知理念层
面来说，人们普遍担忧将一群问
题学生聚在一起会造成“交叉感
染”，从而使得他们在错误的路
上越走越远；再者，就操作程序
而言，将学生转入专门学校必须
经本人、学校及家长三方同意，
这整个过程操作难度之大可见
一斑……鉴于这种种显而易见
的原因，“专门学校”远远未能发
挥法律所赋予的职能。

所以说，湖北最近发布的所
谓“实施意见”，到底能不能真正
促成“专门学校”的角色回归，实
则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必
要的惩戒、矫治”之间寻求一种
平衡？如何淡化公众关于专门
学校是“坏孩子集中营”的刻板
印象而突出其“保护”、“挽救”色
彩？又该如何在普通学校、主管
部门、专门学校等各方之间建立
一种有效的衔接联动机制？凡
此种种，都必须给出明确的新思
路才是。

当然，无论在任何时候，将
“严重问题学生”送去专门学校，
都只能基于自愿而非强制。恢
复“专门学校”的法定功能，既需
要行政推动，更需要社会认同。
只有不断凸显出此类学校在特
定领域的专业能力和比较优势，
才能让全社会消除偏见，继而重
新发现其价值、认识其作用。

日前，对于北京米瑞酷电影
放映有限责任公司（日坛店）瞒
报销售收入47550元的违法行
为，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给予其
罚没款20余万元的行政处罚。
这是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
以来，全国文化执法领域打击电
影院瞒报销售收入的第一案。
（北京青年报）

电影票房造假现象，犹如笼
罩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层雾
霾。过去，由于制度规范缺失，
一些电影的票房造假即便尽人
皆知，也只是为舆论场增加了热
点话题，很少受到实际约束。这
种状况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破
窗效应”，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
扩大和资本的强势介入，票房造
假变本加厉。

3月份，电影主管部门共曝
光了326家影院存在瞒报票房
情况，其中63家影院瞒报票房
超过100万元。而这仅仅是电
影产业促进法实施后曝光的第一
批，足见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对电影行业而言，票房造假
堪称毒瘤。较之瞒报，虚报票房
问题更受关注。通过人为操作
制造出亮眼的票房数字，制片
方、导演、演员、投资方和院线等
看似都是赢家，但实际上却是对
电影行业基础秩序的破坏。

强化监管、明确规则，加大
对造假行为的打击力度，成为清
除电影市场隐患的基础工作。
事实上，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发

展，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简政放
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
电影创作更多地回归艺术创作
和市场规律；另一方面，应构建
制度规范体系，对票房造假的规
制就是其中一部分。

除此之外，谈及中国电影票
房统计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差
异，不少行业人士都提到一个例
子，那就是北美地区设有专业的
第三方电影票房统计机构，大大
减少了院线、发行方对票房数字

“下手”的概率。我国虽然也有
相关部门做票房统计，但由于在
统计结果的共享程度和透明度
等方面存在不足，票房的发布口
径和统计标准缺乏权威性，为造
假留下了口子。

健全而严肃的票房统计制
度，是现代电影工业的一个基础
组成部分。票房统计的权威等
具体制度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与
电影行业的“价值观”健康与否
有关。比如，电影行业到底如何
看待票房数量之于电影本身的
意义？如果“唯票房主义”成为
电影行业的铁律，各方在票房上

“动手脚”的主观动机恐怕不会
小。综合来看，从外部规制上加
大对票房造假的惩治力度，只是
清除电影行业雾霾的第一步。
一个电影大国不可能建立在虚
假的票房之上，票房的“水分”如
何事关中国电影的未来，也必须
上升到整个电影工业的现代化
角度去求解。

每临毕业季，求职压力骤
增。好多同学，甚至从大一刚入
校，就开始了三四年的求职恐慌
心理。未来还没来，自己先慌了
神，乱了阵脚，殊不知这种心理
还可能招致更大的麻烦。比如，
各种新骗术应运而生，无孔不
入。广东就有新例：“以校内公
益讲座名义，吸引学生参加一对
一免费职业测试。‘导师’不断游
说学生加入职业培训班，许以美
好愿景”，当然没有免费午餐，没
有义务培训，最后毫不意外，还
是拐回借机敛财老路上来。（南
方都市报）

所有诈骗都是心理战，骗子
一般都是“野生心理学家”。对
决双方，不过都是吃透对方心
理，摸到其心理弱点后虚张声
势，因势而诱。不管是不劳而
获、投机取巧，以小博大，抄近路
等人性贪欲作祟，或单纯被误导
后的信息不对称，只要有任何上
述心理盲点，最终都会中招。

所以防骗术最基本的一招，
是内心要强大。知道自己要什
么，先了解自己，不在各种取巧
投机方面钻营，而是回到专业根
本上发力，内功强大，才能抵御
外来忽悠。回到学生普遍的求
职面试焦虑上，说到底，面试恐
慌是表象，真正怕的不是找不到
好工作，或者面试过程中那些不
按套路出牌的刁钻问题，而是内
心深处，深知能力不足，在未来

强大职场竞争中不占优势。
这种本领恐慌，在面试时才

体味到，其实已经晚了。这时如
果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临时找

“面试培训、职霸速成”的救世
主，那就只会遇到张网以待、请
君入瓮，随时敛财跑路、人去楼
空的骗子公司。

简历注水、临场镀金，是面
试大忌。相信但凡受过高等教
育的求职者都知道这一点，但为
何还是有这种报速成班、查评
委、学攻略的抄近路侥幸心理？
你尽可把“问题式、压力式、随意
式、情景式、综合式等”面试套
路摸得再清，甚至理论化，攻略
化，可是到最后你还不是得回到
原点，从专业本原开始证明自己
能力？

所以，面试哪有什么“速成
通关”的章法可言？如自身素质
不过硬，自知能力不足，却遇到
那种大包大揽，拍着胸脯包你面
试一准通过的主儿，准是大骗
子，不是骗钱就是另有所图，一
查一个准儿。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特别
是入学不久的新生，不要学学长
学姐，几年时光多用在学面试技
巧，镶简历金边，而是应把这种
提前的求职焦虑，化为大学生涯
切实的学习动力。夯实基础，提
高能力，适应变化，勤勉虚心而
又阳光自信。毕业时，自会谋到
对应的职场一域。

以更多执法样本，遏制电影票房造假
◎朱昌俊

面试焦虑，本质还是本领恐慌
◎李晓亮

这个“黑车”有点凶
准载6人竟拉了21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4月
20日，记者从成都市交委执法总队
了解到，18日执法人员在成都石羊
场客运站周边巡查时，在成新大件
路长城路一段路口发现一辆车牌号
为渝A77035的白色江铃福特车停
靠在路边，有两人正在争执。

原来，一位乘客准备前往西昌，
付钱过来乘车，却发现车子都挤不
下了，但对方却不肯退钱，非让他往
车里挤，所以吵了起来。执法人员
请乘客下车，配合执法检查，没想到
居然下来了21人，而该车准载6人。
除了超员，福特车的驾驶员龙某在
现场也无法出示任何营运手续。

据了解，车上乘客均是被“串
串”喊过去，准备搭乘该车前往西
昌、泸沽等地，他们与驾驶员龙某互
不相识，在付钱后也没拿到正式车
票，只收到一张收据甚至是白条。

因渝A77035车驾驶员龙某涉
嫌非法营运，成都市交委执法总队
已依法暂扣车辆，目前该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同时，成都双
流警方也将对龙某涉嫌危险驾驶、
非法改装、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作
进一步处理。

成都市交委执法总队提醒市
民，为保障个人合法权益，请选择乘
坐正规营运车辆，当自身合法权益
受 到 侵 害 时 ，请 拨 打“12328”

“12345”进行维权投诉。

行程专享定制
英伦庄园酒店邀你体验

由华西旅游俱乐部全程权威监督的
“百人欧洲大玩家”推出两年以来，深受游
客的欢迎，成为欧洲旅游的金字招牌。为
了让游客在最佳季节深度领略到欧洲的魅
力，“大玩家”第7季继续前行。这一站将带
大家畅游大英伦环线，在2016年百人团第
三季英伦之旅的基础上品质全面提档升
级，价格却直降2000元！

行程的细微调整，让你能更加深入体
验英伦之美。全程4星级酒店加一晚英国
庄园酒店，充分体验最具英伦范儿的休憩
之地。行程报价一价全包，其中就包含了
800英镑超值精彩自费，以及120英镑服务
费，你无须再操心到了目的地的行程安排；
升级的6菜一汤，让老年人再也不必担心

“吃不惯”的问题。

定制经典玩法
游英国名城品英式下午茶

来到伦敦，近距离感受高贵与严肃并
存的王室文化。从英国君主府邸白金汉
宫，到伦敦的地标大本钟，惬意的午后在戴
安娜王妃故居和威廉王子夫妇居住地肯辛
顿宫橘园，品戴安娜王妃最爱的下午茶，这
趟王室文化之旅让你不虚此行。

本次英伦之行，将经过英国10大名城
的6个以及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除此以外，
诗人徐志摩曾走过的美景，漫步剑桥校园，
泛舟温德米尔湖，徜徉英国最美乡村比布
里，在巨人堤挺海浪都是不容错过的美
景。当然还有去感受购物天堂的魅力。脱
欧后的英镑持续走低，你就买买买吧！

不走回头路
搭乘五星航空一价全包尽情玩

本次行程一价全包，精彩的自费项目，
酒店税都统统包含在内。到了英国，不用
你再掏钱。800英镑的精彩自费，包含了英
国王室文化一日游，肯辛顿宫门票及橘园
下午茶；大英博物馆，巨石阵门票……让游
客可以放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游玩当
中，“纯玩”英伦各地。

由Skytrax五星航空、2017年世界十
大最安全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为你保驾
护航，成都出发，为游客提供更平稳的飞行
体验、更宽敞的个人空间以及更安静舒适
的机上环境，行程由伦敦进入、从都柏林返
回的模式让你不走回头路，游玩时间最大
化，贴心省事两不误。

一价全包轻奢品质畅游英国12天

统一特惠价：17999元
发团日期：6月4日
报名电话：86969771 86969902 86969581
报名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

川传媒大厦9楼B区华西旅游俱乐部

聚 焦 不 文 明 现 象
提升出租车服务质量

打车15天，只有3位师傅主动问候，乘
客主动说“谢谢”，只有4人回复“不客气”；
为了争分夺秒，快递员“惜字如金”，有的甚
至毫不客气地直呼其名。在窗口行业，诸
如“您好”“谢谢”“请”这类文明礼貌用语的
使用频率正在下降（本报20日报道）。

经过华西都市报报道后，那些正在被
遗忘的敬语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近400名
网友通过多种渠道讲述了他们在生活中的
类似经历，也有人分享了一些暖心瞬间。
礼貌用语是否“过时”？根据调查，近六成
网友称不会主动使用礼貌用语，但大部分
网友依旧愿意使用，前提是能够得到回应。

市民来电
点赞高速收费站
工作人员礼貌用语挂嘴边

本报《市民来信呼吁 重拾基本礼仪》的
报道，让成都市民冯先生很有感触。20日，
冯先生打进本报热线称，其实这种现象不
只出现在出租车和快递行业。“但我要说的
是，有些行业还是坚持得很好！”邓先生说，
每到周末，他喜欢开车带着老人和娃娃近
郊旅游，龙泉、都江堰、金堂，近一个月，他
们一家看了很多成都周边的好山好水，但
高速收费站的服务态度，也让他印象深刻。

“收费多少不论，但态度真的还可以。”
冯先生说，进高速的时候，收费站窗口工作
人员就会问候“你好”，发卡后，大多还会打
出一个通行的手势，然后说声“一路平

安”。这种情况下，很多司机也会礼貌回
应，双方交流自然就多了一份温暖，“这不
是个别的，像绕城高速这种不收费的也坚
持得很好。”

经网友梳理和记者走访，除此之外，空
乘人员、户籍民警以及法院的诉讼服务窗
口，在礼貌用语方面都做得较好。

网络调查
近六成网友称：身边的服务人员
不会主动使用礼貌用语

20日，结合本报报道，封面新闻、腾讯
大成网等专门发起了一项网络调查，主题为

“你身边的服务人员会使用礼貌用语吗？”在
这项网络调查中，共设有“会主动使用”“我
使用对方会回应”“基本不会主动使用”3个
选项。截至20日下午5点，共有120位网友
参与了投票，其中，70人选择了“基本不主动
使用”这个选项，占参与人数近六成。

与此同时，近400名读者、网友通过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热线、微博私信、微信
等方式参与讨论。大部分读者表示“自己
愿意使用礼貌用语”，但真正主动使用的却
不那么多。“平时我会主动说谢谢，但当得
不到任何回应时，还是有些尴尬，久而久
之，也就不怎么主动说了。”市民赵先生私
信本报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应该是相互
的，现在使用礼貌用语的少了，与社会大环
境有关，“发展太快，反而忽略了一些基本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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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腾讯大成网发起网络调查

近六成网友认为：
身边的服务人员，
不会主动使用礼貌用语

■《市民来
信呼吁 重拾基
本礼仪》追踪

专|家 |观 |点
礼貌用语“缺失”

短期职业培训无法扭转
在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

工作与应用心理学教授张威看来，
服务行业里是否使用礼貌用语，除
了私人生活对工作状态的影响、工
作强度以及工作者对其行业的满意
度等外因影响外，也体现了一个人
两方面的状态，“一个是个人素养的
状态，一个是职业素养的状态。”

张威认为，职业素养与行业要
求以及职业培训相关，而个人素养
则来自从小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两者之间，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个人素养。“服务
人员会使用礼貌用语，但可能很生
硬、程序化，因为这可能是在有人监
督情况下的被迫行为。”张威认为，
如果一个人具备足够的个人素养，
即使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
做到“发自内心地使用礼貌用语”。
此外，社会氛围和日常人际互动方
式，也极大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

如何破解礼貌用语遭遇的尴
尬？张威称，这不是经过短期培训
就可以实现的，几天或者一个月的
职业培训也是无法扭转的，“而是需
要从两个角度来解决。一个是提高
公民素养，另一个是改善社会环
境。”

教育问题的映射
家长“身教”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教育问题

的一个映射。”成都市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钟杨琴笙说。从事青少年书法
教育多年，与不少小学生打过交道，
钟杨琴笙有个切身的感受：一半的
孩子，不会主动给老师打招呼。

“这与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
系。”钟杨琴笙认为，举止得体、言语
谦和优雅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外
化，除了学校教育，家长的“身教”十
分重要，“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应该
以身作则，自己首先做到使用礼貌
用语，才能给孩子以正确引导，形成
良好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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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有点猛：确实如此，以前
成都的哥真的多有礼貌的，现在相
比之下，专车反倒这方面做得好一
些。

@黄灿灿的花儿：我们国家是
礼仪之邦，快节奏下越来越忽视人
与人之间的基本礼仪了。

@无脚盲鸟：这种事都是相互
的，你对人家有礼貌，人家自然也会
对你有礼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
冰清 吴柳锋摄影 刘陈平

一价全包 行程定制 经典玩法

17999元惊爆价 轻奢品质畅游英国12天

仅 17999 元 ，
一价全包深度游
英国……华西旅
游俱乐部联合阿
提哈德航空、乐游
旅游专享定制的

“一价全包 畅游英
伦12天”轻奢品质
之旅今天开启报
名。全程线路覆
盖伦敦、爱丁堡、
北爱尔兰以及都
柏林最完美的大
英伦环线，囊括经
典景点，让你此行
不留一丝遗憾。

报名电话
86969771
86969902
86969581

成都宏远出租汽车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平
说，出租车是服务性行业，不管是的哥在上岗
前，还是日常不定期的培训，出租车公司都会
强调文明、规范化服务。一般来说，一次出租
车服务至少会说五句话，分别是：“你好！请问
你到哪里？”“请系好安全带！”“开门请注意安
全！”“请带好随身物品！”“再见。”有这五句话，
才称得上一次完整的、规范的出租车服务。

“事实上，针对这种文明服务的培训，
前些年确实做得要好一些。”李建平说，近
几年，他自己也发现各行各业都存在这种

情况，基本礼仪淡了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也就没那么温暖了。

在李建平看来，无论是不是服务行业，
人与人之间在交往时还是应该彼此尊重，
而像出租车这样的服务性行业以及一些窗
口单位，更应该起好带头作用，“其实，一句

‘你好’、一句‘谢谢’，不是什么难事，既展
现了自身素质，又能温暖对方，何乐而不
为？”李建平说，接下来，他将组织举行的哥
文明规范用语动员大会，重新让文明礼貌
在出租行业中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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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公司：一次完整的服务，的哥应说5句礼貌用语

英国伦敦。

成都一出租车公司规定，一次出租车服务，司机应说5句礼貌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