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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生”
的毕业典礼当引起反思

非 常道

□ 钱夙伟

数名企业家落选
应平常心看待院士评审结果
近日，2019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二轮
评审的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前备受关注的数位
知名企业家落选了。中国有句老话，行行出状
元。每个人的努力、付出都会有回报，但并非
只有一个标准。不是说院士厉害，就人人都要
当院士，也不是说各行各业的人只有当上院士
才是优秀。没有获得院士头衔，不妨碍人们在
各自的领域做出影响世界的伟大成就。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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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指甲咬出5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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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校对 陈文彪

①甲沟炎。一旦咬掉指甲下的角质层，就
易引发甲沟炎。②胃肠疾病。手上的细菌可
能进入口内，如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等。③
指甲畸形。咬指甲可能损伤指甲生成层，导致
指甲畸形。④手疱疹。如果有口腔疱疹，咬指
甲可感染手指。⑤牙齿问题。长期咬指甲会
诱发牙龈炎。
@生命时报

热 点冷评
拒运并非推进
垃圾分类的最优办法
□ 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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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 海底捞杭州一店面因垃圾分类
不当，可能面临垃圾被拒运”的消息，引起关
注。记者调查显示，海底捞垃圾处理不当的事
实基本属实，但相关部门并未实施拒运。店家
负责人承诺将尽快作出整改。6 月 11 日，城管
部门将再次上门复查，若店家在 5 天整改期内
仍未整改到位，将联合垃圾清运单位实施拒
运。
（ 6 月 9 日新华社）
要知道，习惯的养成并非一日两日的事
情，而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且涉及到政
府、企业、社区、居民等多方主体，涉及投放、收
集、运输、处理等多个环节。那么，就应妥善运
用宣传、教育、引导、曝光、警告、罚款等方式，
逐步提升人们的垃圾分类意识。
而对比这个看来，对违规者实施拒运显然
并非妥当的方式。因为，垃圾清运并非单纯的
商业行为和经营行为，而是像供水、供电、供暖
那样关乎民生的公共服务行业。作为该公共
服务的提供者，其负有提供符合标准的公共服
务的义务，不得像普通商家那样有选择消费者
或者拒绝提供某项服务的权利。如根据供电
条例，逾期未交付电费的，供电企业可以从逾
期之日起加收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经催交
仍未交付电费的，供电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
的程序停止供电。
也就是说，
公共服务提供者不得以服务对象
未缴纳费用等原因直接停止某项服务，
否则就有
可能影响其基本生活，
既不人道，
也不合理。尤其
是，
及时清运垃圾是保护周边环境的重要措施，
且
不说擅自实施拒运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仅拒运所
导致的垃圾长时间堆放就足以给周边环境带来更
大污染。从这方面来说，
拒运垃圾无异于变相的
“垃圾堵门”
，
是比断水、
断电更粗暴的方法。
毋庸置疑，垃圾分类是改善生活环境、促
进持续发展的绿色行动，理当持之以恒地大范
围推广。但绝不可将违规者一棒子打死，赌气
式地实施拒运。而应循序渐进，适当运用引
导、警告、罚款、加收清运费等措施，进而形成
倒逼，稳步推行垃圾分类，让垃圾分类成为人
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

“只有‘优秀的毕业生’
才能出席毕业典礼。”6 月 8
日，苏州大学发布了《关于
举行苏州大学 2019 年毕业
典礼的通知》，该通知一经
发 布 ，便 在 网 络 上 引 起 热
议。原来，在通知中，出席
对象一栏，只有“2019 届毕
业生代表”。对此，许多苏
州大学的毕业生调侃：
“不
“筛选”王恒/漫画
够优秀你都出席不了自己
表参加，也不是网上传的‘优秀毕业
的毕业典礼。
（
”6 月 10 日《扬子晚报》）
生’”，如此解释，也不能挽回情感上的
当天，此事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
伤害，消去心中被冷落乃至歧视的阴
榜。6 月 9 日凌晨，苏州大学将出席对
影。按常识，如果不是随机挑选，
“优
象调整为“2019 届全体毕业生”。校方
秀”总是“代表”的应有之义。
称，
“这主要还是场地原因。”以往的毕
这多少反映出学校对毕业典礼
业典礼都是到校外租借场地，但今年
的缺乏重视。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本
外面的场地被提早租掉，而苏州大学
应是学校最隆重的活动，师生的情谊
校内的场地大概只能容纳 1000 多人，
因毕业典礼而绵延，校园生活的美好
“如果每个学生都参加，办十几场也是
因毕业典礼而永远。办好毕业典礼是
不现实的。”
为人师者的责任，是对学生起码的尊
笔者以为，校方的理由显然难以
重 ，也 是 教 育“ 以 人 为 本 ”宗 旨 的 体
令人信服。其一，既然以往都要到校
现。也因此，毕业典礼，其实是学生在
外租借场地，毕业典礼是何其重要的
学校上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无
活动，为何今年未提前租借？其二，现
论如何都应倾心倾力。因为所谓场地
在又为什么一夜之间突然能够让“每
原因而剥夺学生参加毕业典礼，简直
个学生都参加”？其三，
“ 办十几场也
不可想象。
是不现实的”看似理直气壮，但又有什
现在虽然苏州大学紧急调整，但
么不可以，比如厦大嘉庚学院就是“一
对于这番折腾，校方不能自说自话了
天 3 场，连开 3 天，共 9 场”。至于“由
事，值得从深层次反思。
于场地座位有限，只能邀请毕业生代

时 事乱炖

新时期的
“包办婚姻”
值得警惕
□ 苑广阔

“我拒绝与在交友会上认识的家
长交流，然后，我被拉黑了。”近日，在
长江日报“WH 爱加”交友平台，记者
收到读者小贾的吐槽：
“我参加了几场
交友会，合适的姑娘没认识几个，倒是
‘收获’了一批叔叔、阿姨。如果女方
有意，应该自己来参加交友会。”
（6 月
10 日《长江日报》）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在各种各样
的相亲大会，或者是一些城市公园里
面固定的相亲角，上了年纪的，头发花
白的中老年人成为了主角，显得比现
场的年轻人还积极、主动、热情，但是
他们并不是来给自己相亲的，而是代
替自己的儿女来相亲的。
如果说旧社会的包办婚姻就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话，那么现在
父母代替儿女选择交往和结婚对象，
甚至父母代替儿女对未来的婚姻对象
进行刷选，这和过去的包办婚姻又有
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事实上，一些中
老年人的这种做法，虽然其良苦用心
可以理解，但是仍旧招致了年轻人的
反感和抵触。因为很多父母都是瞒着
儿女出来替他们相亲的，自然谁都不

愿意本来需要自己亲力亲为的事情被
别人越俎代庖，哪怕是自己的父母。
结果就是父母辛辛苦苦的劳动
成果，年轻人完全不领情。比如他们
从外面带回来的其他年轻人的各种
资料，儿女根本看都不看，同样的道
理，他们送出去的儿女的各种资料，
被其他老人带回家，他们的儿女也同
样看都不看。这也就意味着，父母的
努力，在儿女面前完全就是无用功、
无效劳动。
老年人对子女婚姻大事的着急
是有理由的，但是年轻人的反感也是
有理由的。毕竟这是在选择自己一生
的伴侣，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从长相到
性格，从兴趣到爱好，都需要符合自己
的心意，满足自己的心理设定才行，但
是父母在代替子女相亲的过程中，更
多看重的还是对方的教育背景、收入
水平、家庭是城市还是农村等等。两
代人之间在婚姻理念上的这种鸿沟，
是很难弥合的。
儿女的幸福，掌握在儿女自己手
里，更多的要由他们自己去把握，父母
不合理的越俎代庖确实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