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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天就是教师节遥 然而近
日袁一则拖欠工资的新闻让不少老师
感到揪心遥 根据群众在国务院野互联
网+督查冶 平台上反映的问题线索袁
国办督查室派员赴贵州省毕节市大
方县进行明察暗访袁 发现截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袁 当地共计拖欠教师绩
效工资尧生活补贴尧五险一金等费用
超 4.7 亿元袁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
项经费 3.4 亿多元遥 累计数目之大尧
持续时间之长尧 违规手法之恶劣袁令
人咋舌遥

在教育这件事上袁 大方县的表现
一点都不野大方冶遥 当地的老师们不会
想到袁 他们夜以继日的付出换来的竟
是薪酬的大打折扣曰 围观的网友也会
惊讶袁 竟然有人明目张胆地把手伸向
老师的工资收入和困难学生的生活补
贴遥 野责令大方县认真核查尧切实整改袁
对违规行为立即纠正尧严肃问责袁同时
举一反三袁 对类似问题开展全面清
查遥 冶通报的结尾语气严厉袁既是给当
地的一个警醒袁 也是给教师乃至公众
的一个交代遥只不过袁揭开拖欠教师工
资的盖子之后袁 还要继续捋清几个问
题袁 促使当地在检讨和反思中尽快整
改到位遥

一问有没有 野把教育事业放在优
先位置冶钥

野教育是国之大计尧党之大计遥 冶没

有哪一项事业像教育这样影响甚至决
定着国家长治久安袁 影响甚至决定着
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遥在这当中袁人才
培养的关键在教师遥保障及时尧足额领
到工资袁教师才能全身心教书育人遥 把
本该发给教师的薪资挪作他用袁 对教
育专项资金起心思尧动手脚袁严重侵害
了教师合法权益袁 影响了教师队伍的
稳定袁 充分暴露出当地对教育事业的
漠视尧对教师职业的轻视遥以这种思路
和态度对待教育事业袁 人民满意的教
育无从谈起袁 教育强国的目标很难实
现遥

二问有没有野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尧
决策落地生根冶钥

在保障教师待遇政策上袁 党中央
国务院有着明确的底线和红线遥 野财政
教育经费要优先保障中小学教职工工
资发放冶野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袁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冶野教
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
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冶噎噎很显然袁大
方县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尧 国务院决策
部署过程中袁存在态度不坚决尧认识不
到位尧措施不得力袁执行有偏差尧行动
打折扣遥 如果军令状下了袁 集合号响
了袁结果依然我行我素袁那么再好的政
策也只是镜中花尧水中月遥对任何地方
和任何人来说袁决不允许上有政策尧下
有对策袁 决不允许有令不行尧 有禁不

止袁 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
署上打折扣遥

三问有没有野一切为了人民袁一切
依靠人民冶钥

在通报中有一个细节袁 大方县以
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为名袁 发起成立
所谓的供销合作公司袁 变相强制教师
等公职人员存款入股袁 行融资周转之
实袁严重背离野服务三农冶宗旨遥 这说
明袁改革发展决不能违背人民意愿尧脱
离人民支持袁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尧
无本之木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提高改
革整体效能袁扩大改革受益面袁发挥好
改革先导性作用袁 多推有利于增添经
济发展动力的改革袁 多推有利于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袁 多推有利于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袁 多推有利
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遥
由此而言袁野政策对百姓好才是真的
好冶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尧得到实惠袁
才能确保改革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
行遥

野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冶
绝不能成一句空话遥对大方县拖欠教
师工资事件一查到底袁不仅是为教师
撑腰袁也是在给改革正名遥 期待问题
得到更妥善的解决袁更期待这种现象
不再出现遥 这是为当下谋袁更是对未
来计遥

袁天宁

对于外卖小哥来说袁
配送时间要求相当苛刻袁
如果迟到袁要扣掉部分运
费袁 如果被用户投诉袁甚
至还可能倒贴钱遥 因此袁
大街小巷出现了不少身
着快递工服尧骑着电动车
拼命赶时间的外卖小哥袁
超速尧逆行尧闯红灯袁成了
一些外卖小哥常见的行
为遥

据统计袁2019 年上半
年袁 上海市发生涉及快
递尧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
通事故 325 起袁 造成 5 人
死亡尧324 人受伤袁平均每
天要发生近 2 起交通事
故遥 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
广泛关注袁不少人称外卖
小哥在野以命送餐冶遥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一下袁外卖小哥真的很不
容易袁 风里来雨里去不
说袁穿行在密集的车流人
流中还要担心因为迟到
被客户给差评遥 野多送多
得冶的平台绩效考核重压
之下袁一些骑手对自身和
他人安全的忽视袁对交通
法规的漠视袁 既让人同
情袁又颇感有些无奈遥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袁
全国不少地方的交通管
理部门也是颇动了一番
脑筋遥 北京市在出台针对
快递外卖行业所使用的
电动自行车实行 野五统
一冶管理袁即统一车辆颜
色尧车辆标识尧车辆编码尧
发放从业人员学习卡和
购买车辆交通意外保险
的基础上袁还要求快递外
卖企业建立对交通违法驾驶人专项教育
培训制度袁涉事员工需要暂停配送工作尧
重新学习交规遥 上海尧 深圳等地则每月
向社会公布各外卖送餐企业涉及交通违
法总量及违法率袁 对于排名靠前的企业
进行约谈遥

所有这些举措都对禁绝野以命送餐冶
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遥 然而袁 面对一些平
台对外卖小哥的粗放式管理和 野按单计
酬尧多送多得尧迟到罚款冶的运作模式袁仅
仅依靠交通管理部门的路查和约谈又多
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遥 为此袁 通过各相
关管理部门的合力来强化外卖快递平台
的监管袁就成为禁绝野以命送餐冶的治本
之策遥

外卖快递作为新兴业态袁 近年来发
展速度很快袁 为便利市民生活和吸纳就
业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对这些新业态新平
台的监管袁应当坚持野包容审慎冶的原则袁
一方面要鼓励创新袁不能野一管就死冶曰另
一方面要守住底线袁 而安全就是一条谁
都碰不得的红线遥

具体而言袁 如何进一步完善平台与
外卖快递小哥的劳动关系袁 使得平台对
小哥的管理和权益保障更加到位钥 如何
扭转平台不够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袁令
小哥们既有工作的积极性又有生命的安
全感钥 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平台安全监
管机制袁 通过更加实实在在的硬办法倒
逼平台转变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钥 一句
话袁 对外卖快递平台的包容审慎监管必
须坚持问题导向遥 提高监管效能袁 优化
服务水平袁鼓励真正的创新发展袁营造市
场公平竞争环境袁 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
康发展遥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上看袁 关于外卖
配送的法律法规仍较少袁 整个外卖行业
法律法规还存在诸多空白点袁因此需要
国家主导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标
准袁使得有法可依遥 栗玉晨

上学带好小记事本袁 一笔一画记
作业曰老师少留线上作业袁减少微信布
置作业噎噎新学期袁 北京市部分中小
学重提野用笔沟通冶袁期望将经历了长
期居家线上学习的学生野拽冶回线下遥
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建议教师尧家
长袁倡导孩子更多使用纸和笔袁每日减
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袁保证运动量袁保
护好视力遥 渊9 月 3 日叶北京晚报曳冤

对于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这一倡
议袁 相信绝大多数学生家长是持欢迎
态度的遥疫情防控期间袁学校组织上网
课尧在线教育袁孩子可以堂而皇之地使
用电脑尧手机等电子产品进行学习袁结
果导致一些孩子对电子产品越来越迷
恋袁甚至是成瘾袁不管上不上网课袁都
想玩手机尧玩电脑遥 这还不算袁因为使
用电子产品时间过长尧频率过高袁很多
孩子的视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

降袁也让家长焦虑不已遥
不止是疫情防控期间袁 近年来很

多孩子过多地使用电子产品来进行学
习的问题袁 也引起了一些教育界人士
的关注遥 这其中袁除了一些家长引导尧
管教不到位之外袁也和一些学校尧老师
的野纵容冶有关遥 比如很多老师喜欢通
过 QQ 群尧微信群来布置作业尧检查作
业袁 同时还会向学生推荐一些学习软
件遥 这种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模式上
的改变袁 虽然在有些时候提高了学习
效率袁也让老师的教学变得轻松袁但是
其弊端或者说野副作用冶袁也不能不引
起我们的重视遥

对于中小学生袁 尤其是小学生来
说袁 最好还是坚持以使用纸和笔为主
的学习袁尽量不要使用各种电子产品遥
尽管使用电子产品学习是与时俱进的
体现袁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袁孩子们过度

使用电子产品袁除了带来沉迷尧成瘾的
问题袁还可能损害视力袁有损健康遥 况
且不能说他们现在不用电子产品袁等
上了大学袁进入社会袁就不会使用电子
产品遥

引导中小学生尽量使用纸和笔进
行学习袁 也离不开广大学生家长的配
合与支持遥尤其是部分家长袁不要以为
给电脑或手机装上几个学习软件袁购
买一些在线教学课程袁 自己就可以当
甩手掌柜了遥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袁自
律能力袁必须依靠家长的亲力亲为袁而
不能依赖各种电子产品来获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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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县不“大方”

让学生多用纸和笔”是可贵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