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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卖不出 8 盒就没学分袁 不去卖就别想毕业冶遥
媒体报道袁浙江的温州商学院以野创业实践冶的名
义袁让学生野全员卖肽冶袁还要学生签安全与花费都
要自负的承诺书袁引起学生强烈质疑遥

此事怎么看都让人感觉有野猫腻冶袁所谓的野创
业实践冶好似野挂羊头卖狗肉冶袁赤裸妄为昭然若揭遥

学生口中的野肽冶袁是一种蛋白肽固体饮料袁宣
称野功效强大冶野老少咸宜冶袁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尧美
容养颜抗衰老尧保护肝脏清病毒尧调理肠胃缓胃痛尧
提高学习记忆力噎噎公众见过太多野神奇保健品冶袁
面对这种野肽饮料冶袁心中恐怕已有数遥 何况袁温州市
场监管部门对该产品判定野不当宣传冶袁向有关公司
开出叶责令改正通知书曳袁权威鉴定明摆着遥

可是袁温州商学院偏偏相中这款野肽饮料冶袁还
与其生产公司签署校企合作协议袁要合力打造野优
质创业实践平台冶遥 商学院按说够专业袁难道连野神
效冶把戏都看不透钥 一个细节可能会提供答案要要要
该饮料的生产公司与温州商学院的董事长 野有关
联冶遥 作为一所民办高校袁校董对温州商学院的野影
响冶耐人寻味遥

无论民办或公办袁 教书育人都是高校的己任遥
可据温州商学院的学生反映袁卖野肽冶数量与学分挂
钩袁卖掉八盒是 4.5 学分袁六盒是 3.5 学分曰在暑期
实践课评估中袁平时工作及报告占 40%袁卖肽销量
占 60%遥 为了野赚分冶袁学生只能向亲朋好友推销袁或
者干脆自己买袁这是一种怎样的教育钥

该产品的销售模式也令人生疑遥 一盒原价 396
元袁五折促销 198 元袁学生卖一盒可返利 99 元袁但
要先把货款打入老师账号袁才能返利遥 项目老师一
面说野这不是传销袁是正常的尧光明正大的销售行
为冶曰另一面又强调野如果被举报袁学校会负责冶袁甚
至连进野局子冶都考虑到了遥 这算不算野此地无银冶钥

7 月 14 日袁教育部严正表态袁不准高校将毕业
证书尧学位证书尧优秀毕业生证书发放与毕业生就
业签约挂钩遥 本例中袁野不卖肽就别想毕业冶袁岂不是
另一种以毕业要挟学生钥 这严重有违教育部精神袁
是对为人师表的亵渎袁可能给学生造成严重不良影
响遥

此事当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袁 及时制止纠
正袁维护学生权益袁绝不能允许野创业实践冶被异化袁
沦为某些人夹带野私货冶的工具遥 完善现代大学制
度袁尊重教授治学袁还应进一步规范尧约束尧监督民
办高校董事的权与责遥

近些年来袁视频
网站广告的形象一
直不怎么好遥 从消费
体验上讲袁谁都不希
望老是有广告冒出
来野辣眼睛冶袁但人们
还是能够理解视频
网站的生存问题袁人
们只是希望视频网
站能对消费者有所
尊重袁在广告上的吃
相能好看一点遥 现在
的问题袁正在于吃相
难看遥

一般而言袁广告
发布者的赢利模式袁
是向广告主收取费
用袁由此产生的最大
问题是广告过多过
滥遥 正如有人感慨
的袁观众看到的不是
野电视剧插播广告冶袁
而是野广告插播电视
剧冶袁 大量的广告影
响了公众观感袁降低
了消费体验遥 目前袁
多数视频平台都会
在视频播放前插入
60 秒至 90 秒的 广
告袁然而不少视频网
站 野只有想不到袁没
有做不到冶袁 把广告
当成了甘蔗袁竟然要
野一个广告两头吃冶袁
既吃广告主也吃消
费者遥

吃广告主袁这很
容易理解袁那就是掏
钱做广告曰而吃消费
者袁则是指利用消费
者对于广告的厌烦心理袁收取野不看
广告费冶遥 现在袁视频网站基本都实行
付费会员制袁数据显示袁有两家很火
的视频平台的付费会员数量均已过
亿袁可想而知袁会员费对于视频平台
来说是多大的一笔收入遥 用户为什么
购买会员钥 去年 6 月袁浙江省消保委
针对视频网站会员服务开展的一项
调查显示袁野免广告冶是消费者成为付
费会员的首要原因遥 说明白了袁消费
者买会员袁就是为了不看广告遥

可现在袁消费者掏了野不看广告
费冶袁 在一些视频网站上依然还得经
受广告的折磨遥 多家视频网站宣称会
员享有 野广告特权冶野跳广告冶野免广
告冶等权益袁但消费者掏钱成了会员袁
依然会看到开屏广告尧 通栏广告尧弹
窗广告尧按钮广告尧浮动广告尧暂停页
面广告等多种形式的广告遥 简单地
讲袁相对于一般消费者袁会员掏了野不
看广告费冶袁最多只是少看一点广告袁
而根本做不到不看广告遥

法治社会无法外之地袁视频网站
在设置广告时袁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
知情权尧 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遥
正如专家所说袁平台方通过野打擦边
球冶袁引导消费者购买会员袁逃避告知
义务袁同时又在观影过程中以技术优
势插入广告袁无疑侵犯了消费者的正
当权益遥 鉴于此袁今年 4 月 8 日袁针对
广告特权描述不清尧涉嫌虚假宣传等
问题袁 浙江消保委约谈 11 家音视频
网站并提出了整改意见遥

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袁都必须建
立在尊重消费者尧恪守商业伦理的基
础上袁视频行业也是如此遥 现在需要
反思的袁最起码有两点院一是格式条
款问题袁也就是视频网站经营者利用
格式合同和霸王条款侵害会员利益曰
二是商业伦理问题袁也就是这种野广
告吃两头冶 的做法是否具有合理性遥
解决这两个问题袁需要但不能仅限于
行业自律袁 有关方面应该从制度上袁
规范和引导行业的发展遥

随着天气渐热袁树间的蝉鸣声也越发
高昂遥 可这夏日蝉鸣袁有人觉得是乐声袁
有人却觉得是烦恼遥 近日袁有四川成都
市民拨打网络理政平台反映称袁自家附
近的树上知了渊蝉冤声音太大袁已经严重
扰民遥 树上蝉鸣袁究竟是夏日乐章袁还是
扰民噪音钥 此事引发热议遥 渊7 月 22 日
叶成都商报曳冤
野六月初七日袁江头蝉始鸣遥 石楠深叶

里袁薄暮两三声遥 冶说起对夏日的感觉袁
自然少不了树上的声声蝉鸣遥 蝉袁是从
古至今的文人艺人创作诗词歌赋时普
遍爱用的意象袁古诗有野蝉噪林逾静袁鸟
鸣山更幽冶的清幽意境袁现代歌曲有野池
塘边的榕树上袁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冶
的活泼场景遥 然而袁现代都市人对蝉鸣
的看法莫衷一是袁有人认为蝉鸣是扰民
的噪音袁 有人认为蝉鸣让城市有了生
命袁这是自然的声音遥

蝉鸣声到底算不算是扰民的噪音呢钥
当然不算遥 蝉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分
子袁作为野生动物袁鸣叫是它们的天性
之一遥 在夏天袁有树的地方几乎都有蝉
鸣袁夏天是蝉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遥 因
此袁我们应该学会习惯有蝉鸣相伴的日
子遥 人与自然亲和袁人和动物友好相处袁
是大自然平衡谐美的前提袁在虫鸣鸟叫
的自然奏鸣曲中生活袁 谁说虫鸣不是
歌钥

更何况袁蝉也被比喻野环境检测员冶袁
喜欢待在环境好的地方遥 城市蝉的数量
多尧叫声响袁从侧面证明城市的生态环
境越来越好袁生活环境越来越宜居遥 这
既是全社会一起努力的结果袁也是大自
然的和谐馈赠遥 身居其中的我们袁应为
居住环境的大力改善而欣喜遥 居住地环
境改善袁水源变好袁引来蝉等野生动物

是自然现象袁岂有控制蝉鸣的道理钥
2017 年袁 有海南三亚市民因其居住的小区靠近河

边袁 每晚有大群青蛙吵闹袁 向有关部门投诉 野蛙声扰
民冶遥 随后袁环保部门回复称袁野青蛙叫并不违法违规袁并
不能对此作出处理冶遥 无论是投诉蛙声扰民袁还是投诉蝉
声扰民袁其实都是野不解风情冶遥 夜伴蛙声入眠袁晨随鸡啼
起床袁窗外的蝉鸣陪伴我们度过悠长的夏日午后噎噎这
些是我们的乡愁袁也是我们对田园生活的期盼遥

对于市民野不解风情冶式的投诉袁相关部门既没有充
耳不闻袁也没有嘲笑讽刺袁而是认真回复遥 一方面袁喷药
会伤害到蝉以外的生物袁影响鸟儿来树上觅食袁进而影
响市民的生活环境袁乃至整个生态链遥 另一方面袁正值夏
天袁人行道还需要树荫来遮挡阳光袁通过修枝来减少蝉
的数量袁作用有限遥 如此晓之以理尧动之以情袁颇具行政
智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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