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教师能否做好班主任工作，重点是
其德育水平和管理班级的能力如何，责任心
强不强，而与其所任教的学科没有多大关
系。提高班主任工作水平，关键在于要摘掉
看待体育教师的“有色眼镜”。要想真正打消
人们的疑虑，担任班主任的体育教师们应当
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行动和实绩赢得家
长们的信任和公众的认可。

针对“青岛一所学校让体育老师当班主
任，遭到家长的极力反对与投诉”的新闻，教
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10
月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现象的出
现，是思想观念以及现行的师资评价乃至学
生评价体系所带来的问题。从教育部的角度
来讲，体育教师、音乐老师、美术老师、科技老
师都可以做班主任，随着相关文件发布，未来
体育老师当班主任能成为时髦。

王登峰表示，中办和国办近日发布《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使命就是要移风易
俗，让体育老师当班主任不再是一个问题，并
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时髦，做到了这些，体
育、美育改革的文件才可能真正有落地落实
的基础。王登峰的表态不仅是为广大体育老
师撑腰鼓劲，也传递了进一步强化学校体育
工作的强烈信号。

不仅是青岛的这所学校的家长，在其他

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反对体育老师当班主
任的声音。不少家长认为，“数语外”老师当
班主任，对提高孩子的主课成绩大有帮助；而
体育这门课学得好坏甚至学不学都没有什么
重要性。有些家长之所以反对体育老师当班
主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体育老师存在
偏见甚至歧视。

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
指出：“班主任是中小学日常思想道德教育和
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是中小学生健
康成长的引领者，班主任要努力成为中小学
生的人生导师。”如今的体育老师基本都是师
范院校毕业，受过系统化的专业教育，完全具
备担任班主任的资格。

一位教师能否做好班主任工作，重点是
其德育水平和管理班级的能力如何，责任心
强不强，而与其所任教的学科没有多大关
系。提高班主任工作水平，关键在于要摘掉
看待体育教师的“有色眼镜”，对照上述规定
列举的“作风正派”“热爱学生”“爱岗敬业”等
项条件，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则，在全体教师
中好中选优，优中选强，挑选最合适的人，担
当孩子们的“人生导师”。

要想真正打消人们的疑虑，担任班主任
的体育教师们应当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
行动和实绩赢得家长们的信任和公众的认
可。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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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号响起，为脱贫攻坚的胜利倒计时
□ 王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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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放号，
不能放掉用户权益

□韩中锋
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各级党委和政
府务必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之年。满打满算，今年还有11个
星期。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
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
性。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攻坚时刻，越
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
遇疫情影响，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时间更宝
贵。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
责任感，枕戈待旦、夙兴夜寐，抓紧每一天、
干好每一小时、用足每一刻，确保全面小康

路上不落一人。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

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在“十三五”期间
设立全国脱贫攻坚奖，每年评选表彰一批为
脱贫攻坚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
告会的召开，是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进
行表彰，也是对全国脱贫攻坚前线每一位战
斗人员的鼓励和动员。

5年前，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承诺就要兑现。时间一晃
而过，5年筚路蓝缕，5年胼手胝足。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勠力同心，千万扶贫工
作者付出巨大牺牲，即将赢得最后胜利。

胜利在前，重任在肩。民亦劳止，汔可
小康，让我们以冲锋为最后的胜利倒计时
吧！ 据新华社

白发大爷
怒斥男子不让座

合理吗？
□吴亚琦

近日，一名上海网友分享
了地铁上的一幕。一名白发大
爷大声斥责另一男子不给他让
座，并声称：我白发苍苍，你没看
见吗？你不会老吗？男子回应
称大爷是道德绑架，自己凭什么
要给他让座。最终，大爷在另一
座位坐下。

在老人中气十足的质问和
年轻人理直气壮的辩护中，再次
引发了网友关于“公交地铁上到
底要不要给老人让座”的讨论。
对此，不少网友都不支持老人的
做法，觉得老人“倚老卖老，有点
过了”“大声呵斥就没必要了”，
表示“让座可以提倡，但不能强
迫”“可以主动让座，但不能被迫
让座”。

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
德，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
具上为老、弱、病、残群体设置专
座，或者是社会提倡和鼓励为有
需要的人让座，都是对弱势群体
优先权的保障，体现的是人道主
义关怀。

但这份“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的姿态和心意并非理所当
然。客观来说，无论年龄老幼、
身份如何，乘坐交通工具的都是
乘客，而每位乘客都有坐在座位
上的权利。公民可以释放让座
的善意，也有拒绝让座的自由，
应该基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而
不是用“年纪大就该天经地义被
让座”的说法来被强迫让座。

对于老年群体尤其是行动
不便的老人，让座的需求理应
得到重视和回应。但年轻人群
体也并非时时刻刻都体力充
沛、轻松自在，给有需要的人让
座，也有可能是他们在忽视个
人不适的情况下的选择。因
此，如果真的有需求，比起不分
青红皂白的怒斥，好意相商才
更能让人接受。

毕竟，在几乎每天都会在
地铁和公交上演的“让座推拉”
中，长者和年轻人并非对立方，
更多时候只是需要多一份理解
和体谅。比如去年，辽宁大连一
位老人别着“勿需让座”LED胸
牌乘地铁的照片，刷爆朋友圈，
被称为硬核大爷。据了解，老人
已经70多岁，对于此举，老人表
示是怕给其他乘客增加负担：

“现在的年轻人不易，我身体还
可以，站着也没有问题。”老人的
这份善解人意，也使得“让不让
座”多了一种答案。

说到底，让座这件事是道
德和素质问题，但道德约束并
非只约束年轻人或者让座方，
而是针对于每个人，这是需要
每个人自愿和自发遵守的行为
规范。当然，此次视频中的老
人或许也有他的难言之隐，道
德层面的问题虽不应该被强制
执行，但对弱者关怀、对他人尊
重，感同身受、平等沟通、讲理
讲礼，也是每个公民社会行为
中该有的文明素养。

据光明日报客户端

刚启用的手机卡收到了接
连不断的催贷电话；注册App频
繁显示号码被占用；给运营商客
服致电，却被告知要自己协商处
理……当手机号资源愈发稀缺，

“二次放号”为何给用户带来许
多新麻烦？

所谓“二次放号”是指老用户
停弃用手机号一段时间后，由运
营商收回并再次投放市场。在数
量庞大的用户面前，手机号属于
稀缺资源。“二次放号”则是有效
盘活闲置通信资源的必要手段。

当前，手机号几乎等同于
“网络身份证”。在“实名制”背
景下，用户的手机号与身份证是
绑定的，用户如需登陆各大网络
平台，首先要用手机号进行注
册。此外，用手机号进行注册，
即便忘记密码也不用担心——
手机号可以验证找回。

用户在线上线下会注册大
量账号，等停用、弃用手机号时，
却因为遗忘、解绑程序繁琐等原
因无法对各类账号进行解绑、注
销，导致新用户在承接旧号的同
时，也一并承接了与手机号绑定
的原机主的各类账号。对老用
户来说，这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
患；对新用户来说，自己不仅无
法直接在相关平台上再次注册
账号，还容易因为原用户原因而
遭到骚扰、诈骗等。

消费者入住酒店，酒店当然
有义务保障客房的清洁、卫生，三
个月空置期好比开窗通风，虽然
有效但效果有限。开发商“二次
放号”也一样，不能指望三月空置
期让前机主的信息清除殆尽。

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消
除“二次放号”负面影响。除了适
当开放新的号码段、延长号码空置
期等手段外，通信运营商还必须提
供查询、提醒服务，督促相关用户
及时改绑手机号或注销相关账
号。当然，如果用户因为解绑账户
太多、程序繁琐等原因，不愿解绑，
运营商也没有解绑、注销用户网络
账号的权力，针对这一问题，最好
由主管部门推动建立数据互通平
台，协调信息互通、账号管理问
题。运营商和相关企业应主动出
手，确保二次号投放市场前，最大
力度清除老用户的信息、痕迹。

此外，第三方软件也可以参
考运营商在二次号投放市场前
的空置期，设定三个月左右期
限，用户超过期限时间没有登录
账号时，再次登录必须输入身份
证或亲友辅助登陆，如不能提供
则说明用户已更换，可以选择一
键清除之后重新注册。

手机号的应用早已超越了本
来的通信功能，线上线下注册和
应用场景无数，即便各方共同努
力，运营商几乎也不可能穷尽所
有的账号。因此，除了运营商与
互联网平台的努力外，我们也应
降低对手机号的依赖。譬如，提
倡邮箱注册，由于邮箱数量可以
近乎无限扩充，弃用邮箱一般不
会造成安全问题，而换号时只需
要改绑邮箱即可。据中国青年报

我车贵，对方是要让的；撞上去，他赔不
起……这两天，一位劳斯莱斯司机因这番话
登上热搜。

原来，他在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后，想通
过插队、加塞的方式回到正常车道，不料，后
方车辆并未让行。见了豪车还不躲远点？
这位司机瞬间“怒”了，连续6次恶意别了“不
识趣”的“穷”车，出了一口“恶”气。

气是出了，却没什么好果子吃。这位司
机的行为除违反交通法规外，已构成寻衅滋
事，被处拘留15日，罚款200元，扣6分的处
罚。网络上，大伙纷纷拍手称快。

开豪车人家就得给你让道？不让就恶
意别车？这不只是“路怒症”，更犯了有钱任
性的“富贵病”。去年7月份，“保时捷女司机
掌掴男司机”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事件中，违
规行车的保时捷女司机在打人时就叫嚷道，

“穿得差，开一个叫花车子”。不禁要问，这
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到底从何而来？

生活中，确实常有人调侃，路上碰到豪

车要小心点，出了事赔不起。可殊不知，只
要上了路，不管是什么车、遇到什么情况，都
该谨小慎微、安全驾驶。这是尊重规则、尊
重生命的必然要求，无关其他。一些豪车车
主如果真把调侃当真，真觉得无论什么情况
别人都“让着走、碰不起”，那不是蠢就是坏。

路权分配，遵照的是交规明确的先后秩
序与礼让规则，而不是“车价高低”。“豪车”
不高普通车一等，更不享有更多路权。有钱
不能任性，豪车也不是“通行证”，不管你开
的是多贵的车，法律法规的底线都“压”不
得。倘若肆意妄为，那显然不是“赔不赔得
起”的问题，而是违法违规的问题，拿生命开
玩笑，必会受到严惩，自吞苦果、恶果。

占用应急车道、恶意别车的结果，大家
都看到了，但同时也要肯定报警人的做法
——路遇“路怒症”，不冲动回击，而是把证
据交给警方来处理。这起事件中一正一反
的处理方式，值得好好品味。

据长安观察微信公号

愿体育老师当班主任早日成为时髦

焦 点 热 评

“我车贵，该让我！” 开豪车也没理由豪横
□何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