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来话长

2015年7月5日星期日 责编/ 陈清华 组版/李芬06评论

头条 评论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美女出招，就一定有人中招。近
日，一些深圳富豪圈的老总们就不幸
纷纷中招：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子专门
找大款结婚，骗到钱后很快跑到国外
踪影不见。深圳一位李姓CEO就是
受骗者之一，他在与银行美女员工
张×丹结婚35天后被骗274万元。

深圳都市报的报道说，去年 11
月，深圳一家基金公司 CEO 李某认
识了张×丹。张的名片显示，她是建
行深圳分行业务部客户经理。她希
望李某能够给她带来一些业务，帮助
她提升业绩。这个 1985 年出生的
张×丹可不是一般的客户经理，她长
得甜美丰满，更关键的是，她曾是武
汉某大学校花，还曾是气枪运动员。

当这种有文化光环的美女不只

是与你苟且偷欢换取好处，而是还要
跟你结婚时，那么其吸引力就是在凌
空状态中才能感受到的那种。

经警方调查，张×丹在婚后一个
多月后去了香港，从香港再去美国洛
杉矶。她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分期从
地下钱庄贷款出去，由一奥地利人领
取。这个张×丹还是一家名为“舒尚
美健康管理科技有限公司”，实为“网
络按摩”公司的法人代表，手下有十
几个女孩子，个个貌美如花。深圳有
多个富豪中了“美人计”：有的被卷跑
价值400多万元的珠宝，有的被骗走
价值200多万元的玉器，有的被拿走
4套房产证原件、身份证等原件……

南茜·埃特考夫在《漂亮者生
存》中说：“相貌美是女人最具兑换
力的资产，它可以用来换取社会地
位，换取金钱，甚至换取爱情。但这
份资产倚赖于一具会逐渐衰老的躯

体，所以这是一份既可利用又将失
去的资产。容颜的美丽，如同扳机
扣动时的一道闪光，像精致优雅的
一瞬间平衡，又像迅速一顿的后坐
力，其短暂性是令人无可奈何的。”
柏拉图曾经概括人的三大心愿：健
康的身体，通过诚实劳动获得的富
裕和看上去优雅美丽。但这种“三
大心愿”已经被当今以权、钱、色为
轴心的体系所取代：没钱没权的极
尽一切可能捞钱上位，甚至不惜动
用或借用色相；有钱有权的则只剩
下一种追求——美色。

当功利主义统治经济和社会伦
理后，金钱、权力、美色就成为三位一
体的通吃和互吃的三角游戏。在这
个三角游戏中，美色尽管没有自身的
权力，但它可以变成垂钓金钱权力的
诱饵，而且是最容易让人上钩的诱
饵。（原载《羊城晚报》）

美女是最容易让人上钩的诱饵 □何龙

热点 快评

□逸飞

每年暑假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应
该是最开心的时光，不用看课本、预
习、上课、写作业考试……他们终于
可以像放飞的小鸟一样，好好享受假
期自由自在的时光了。但是千万不
能因此将“安全”抛却脑后，每年暑假
关于儿童安全事故的新闻屡见报端，
每一次悲剧发生，都给学生美好暑假
添了一道阴影。暑假到了，学生安全
防范不能“放假”。

暑期是儿童、学生意外伤害发
生的高峰期。发生在室内与室外的

各种各样的儿童安全事故时有发
生：摔伤、药物中毒、烧烫伤、溺
水和窒息、碰撞伤、刀割/锐器伤、
挤压伤、电击伤、动物咬伤等。而
溺水、交通事故、跌 （坠） 落伤是
暑期儿童的三大杀手，虽然每到暑
假都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提醒家长要
看管自己的孩子、也画好“黑点地
图”标注哪些地方安全事故多，以
及对一些多发路段水池进行加修围
栏等各种防范措施，但还是年年都
有这些悲剧发生。每当看到那些父
母恸哭场面，无不令人心痛。但为
何这种悲剧每年都会发生，到底问
题出在哪了？虽然原因可能很多，

但最主要的还是父母疏于防范，对
孩子疏于看管，或关孩子在家里或

“放养”孩子，都给安全事故可乘之
机。在孩子放假同时，让安全防范
也跟着“放假”，以至酿成悲剧。

所以说，虽然学校放了假，但
给孩子们的安全防范绝不能“放
假”，父母对孩子们的安全防范不能
有半点松懈。在假期，少了学校老
师的管理跟保护，家长和社会更要
给孩子系好“安全带”，保护好自己
孩子。比如很多地方都有家长自愿
组成巡逻队，防止放暑假的孩子到
河边玩耍游泳。大家的警惕提高一
分，孩童的危险就少了一分。

分手送《新入门媳妇手册》，这是真爱？

□春静

枞阳小伙陈龙（化名）拒绝了女
友的求婚，因为他想在婚前考个公
务员或研究生，给女朋友更好的生
活。分手后他奋发图强终于圆梦，
买了钻戒去找前女友，得到的却是
对方的婚讯。无比心痛的他在伤心
之际，给前女友编写了一本11万多
字的《新入门媳妇手册》，想以此帮
助她更好地适应婚后生活。（7 月 1
日《安徽商报》）

小伙子的做法真是让人哭笑不
得。或许，在陈龙的想法里，他觉得自
己要给女朋友幸福，要给女朋友舒适
的生活，要养着女朋友。这姑且可以
算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表现，凡事以
自己的“想”出发，不考虑他人感受。

考个公务员或研究生就算是功
成名就了么？笔者不敢认同。如果
是，那这位小伙子的要求未免也太低
了些。人生的出路千千万万，认为自
己考个公务员或研究生就能给女朋

友更好的生活这种想法似乎有点幼
稚了。公务员基于其稳定、有面子等
的原因，一直以来是被哄抢的香饽
饽，这可以理解。但是研究生又是作
何解？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下，
一个研究生并不能保证什么。

小伙子想要养女朋友，无可厚
非。但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不
愿连累女友而分手，这不是真爱，这
是不敢担当的表现。编写手册固然
很让人感动，但是用自己的想法去
定义他人的人生，并且自己也没有
实际经验，如此看来该手册的可行
性又有多少。当初既然选择放手错
失幸福，现在往事已过，大方祝福罢
了，手册一举，实在让人觉得是苦苦
挣扎心中放不下。

笔者认为，陈龙的做法不能说
错，但是的确欠妥。对于爱情，分不
清对错。但是在爱情里，所有人都
应该勇敢。

暑假给孩子系好“安全带”

热点 观察

从小升初招生面谈流于“形式”说起 □陈清华

近日广州市民校小升初招生开
锣。从面谈形式看，有的学校采取“答
题”型，有的学校采用“聊天”型。由于
部分民校已经进行了提前招生，录取
名单基本确定，所以其面谈也被指流
于“形式”。（7月2日《新快报》）

按照教育部门的意见，既不准
谈成绩，又不允许口答题，那么，假
定你是负责小升初招生的人，面谈
还能谈些什么？这么小的孩子，总不
能像某些用人单位的面试题那样
——不考能力考态度吧？比方说，问
你为什么要上我们学校。又比方说，
让学生 20 秒内看屏幕背数字，以此
来考察记忆力。再比方说，问学生人
生理想是什么、博物馆要遵守什么
礼仪、社会上为什么会有乞丐存在
等等，看上去是考察学生的常识性
和思辨性，但这种问题设置本身就
很偶然，加上答案基本靠面谈老师
的个人好恶来做抉择，用这一招来

决定录取谁而不录取谁，实在难言
公平，甚至有点无聊。

再说了，“其实早已内定”的消
息也不是空穴来风。在这种情况下
的面谈不过是走走形式，对那些没
有入围的学生也是感情欺骗。当然，
和公立重点小学相比，这些民办学
校尤其不容易，不掐尖教育质量上
不去，只掐尖也不行——教育部门
的指令或者暗示又不得不顾及，否
则，学校办不下去。和民办学校相
比，公立重点小学就连普通教师也
有点自我感觉良好。记得，前天我和
朋友到寰岛酒店内的“参海渔家”吃
饭。结果呢，碰上一公立重点小学的
女教师，带领全班的学生和家长，举
办一个“某小学六（14）班毕业感恩
会”。那女教师在训练学生预演时装
表演秀，声音特别大，很强势的感
觉，完全忘记了这是在酒店的公共
场所，习惯性当成了教室，一遍又一
遍，要求学生鞠躬必须90度，还必须
齐声喊：“老师，我们永远爱你”。然
后，放音乐《感恩的心》，要求学生必

须大声、带着感情唱。有的小学生嘴
上说“感恩”，但“脸是苦的”。旁边吃
饭的客人找来饭店的工作人员，希
望给那个习惯训斥的女教师说一
声，这里是酒店，你又不是包场，请
照顾一下其他用餐人员的情绪。有
一用餐的客人说，让这么小的孩子
流泪违心地说“感恩”，效果能好吗？
女教师显然已经习惯大声训斥了，
习惯用麦克风了。旁边客人们实在
受不了这样的噪音，只好离开。

如果换了民办学校，老师会这样
吗？不会，民办学校老师自觉把自己
定位成打工的，没这般“骄傲”的底
气。家长们也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孩子
在教师的呵斥下，一个个被迫喊出

“老师，我们永远爱你”——而不得不
选择忍耐，敢怒不敢言。当然，也不是
说民办教师就一定好于公办教师，只
是，两者互相补充就好。从宏观方面
来说，公办的角色用来兜底，满足大
多数人的教育需求，民办用来满足那
些想享受更精英更特色教育的家长
需求，这才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意。

漫画 漫说

手机预装软件一直为消费者诟
病，上海消保委近日的测试结果显示，
欧珀X9007和三星SM-N9008S两款
手机中预装的软件都超过了40款，且
大量软件不可卸载。上海消保委近日
提起公益诉讼，将两家公司告上法庭，
中消协昨天明确表态支持起诉。据介
绍，这是国内首例被受理的消费维权
公益诉讼。（7月3日《京华时报》）

我们知道，如果电脑上不小心安

装了一款软件怎么也卸载不掉，基本
就可以判断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对
这样的软件我们有一个形象的专门
术语：流氓软件。这样的软件介于正
常软件和病毒之间，删之不能，用之
有害，不用时也会偷偷捣乱。手机里
那些不能卸载的软件，亦属此类。

其实从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讲，在
手机里预装系统软件之外的任何第三
方软件都是侵权，都伤害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而从产品质量和性
能的角度讲，运行速度和存储容量是
手机最重要的指标，预装软件无疑要

占用消费者花钱买来的这些宝贵资
源，让手机性能达不到我们预期的效
果，可以说是在变相“缺斤短两”。

对于手机预装软件的现象，只靠消
费者告厂商不是好办法。从以往的案
例看，由于存在举证难等种种原因，消
费者难以胜诉。要想保护每一位消费
者的权益，还得靠相关政府部门出面。
让手机市场像电脑市场一样，由销售商
根据用户的需要帮助安装软件，把选择
权交给消费者，既能对制造商的不法行
为进行约束，又能提升销售商的服务质
量，才更符合消费者的利益。

预装不能删除软件就是耍流氓 □昌海

热点 冷说

一则揭发江西赣州安远县孔田
镇副镇长邓卫与多名女子存在不正
当性关系，并配有其与女子合照、裸
照的网帖，近日在网上流传。日前，
当地纪委对涉事副镇长作出停职处
理。邓卫称，网帖内容多有不实，但
真实情况因“说来话长”而不愿多
说，此外，对方曾挟不雅照向其敲诈

勒索10万元，“我也是受害者”。（新
京报）

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不少
人感叹，当官是越来越不自由了。
出个轨违个纪什么的，分分钟都可
能被曝光、丢官，乃至坐牢……既然
这么郁闷纠结，那就索性不出轨不
违纪，或干脆拥抱自由，不做官了呗。

文/小强 图/春鸣

纠错时，别冷漠

□曹平

陪母亲去看病，挂号时工作人
员不小心把母亲的性别写错了。排
队等候40分钟，主治医生告知挂号
单信息错误必须改正。从返回挂号
处直到我们办完离开，打错字的工
作人员始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耽误病人这么多工夫，连句道歉的
话都没有，令人气愤。

平心而论，窗口工作人员每天和
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回答各式各样
的问题，重复千篇一律的内容，工作
强度大，偶有差池，在所难免。群众

对一时的错误基本都有包容性，真正
影响观感的是态度上的麻木，是工作
疏忽之后的傲慢冷漠，这往往会放大
群众不满，甚至引发矛盾纠纷。

怎么对待失误，是作风建设中
非常关键的一环。好的作风，不仅
表现为对良善制度的执行到位，更
在于“知错能改”。其实，只要真诚
地说句“对不起”，尽快弥补过错，就
可以赢得群众的理解、谅解，而不会
让群众反感，甚至引发矛盾。（原载
《人民日报》7月04日01版）

几乎没人读的用户许可协议

□韩磊

无论你是注册账号还是安装软
件，第一步都会是“最终用户许可协
议”，只有同意了该协议才能进行下
一步的操作。久而久之，忽略协议
内容，直接点击“同意”变成了自然，
但这份协议真的如此鸡肋吗？

对于这个事实，安全专家米克
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认
为互联网上最大的欺骗就是“我已
阅读并同意这些条款和条件”。之
所以有如此的比喻，是因为在一项
测 试 中 ，米 克 开 放 了 一 个 免 费
WiFi，想要使用这个免费 WiFi 就

必须同意一个条款，而他们在条款
中故意写了一条“逆天”的规定，

“使用者的第一个孩子必须过继给
我们”。结果连接该热点的六个人
都没有提出异议，直接点击了同
意，可见他们根本就没有阅读过该
协议。

所以，从今天起别再快速点击
“同意”了，认真地阅读一下。虽然
厂商没有给你商量的余地，但你至
少明白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厂商又将提供什么样的保护。（原载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