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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
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由“儿歌
大王”潘振声创作的《一分钱》，告诉孩
子一个朴素的道理：拾金不昧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哪怕是小小的一分钱，
也绝不能据为己有。

这首儿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没有
想到近日出了“新版本”，原本的“一分
钱”，被改成了“一元钱”，引起网友热
议。有人觉得，一分钱钢镚差不多退
出现实生活，一元钱是如今孩子们能
见到的最小面额的现金，改动一下无
伤大雅；但更多人认为，随意改动经
典，有可能产生误导，让孩子们觉得善
行与钱的多少相关。作者潘振声的女
儿对改编也不认可：“爸爸这首歌写的
是孩子天真无邪，捡到钱要交给警察
叔叔，跟物价飞涨没有什么关系。尽
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经典就是经
典，我们今天唱来仍然可以体会当时
创作者的心血。改成这样，唱起来不
觉得拗口吗？”这种改写并未征得已逝
原创者家人的同意，还涉嫌侵犯知识
产权。懵懂的孩子也许就会认为，“一
元钱”是原创。

确实，孩子们很难再捡到一分钱
了。由于时代的变迁，物价水平、薪资
收入已经有了大幅上涨。一元钱是一
分钱的一百倍，可是，原创歌曲中“一分
钱”的含金量，真的变了吗？“一分钱”的
取与舍，正是启蒙教育的必备内容，正
是把对社会公德心的培养落实到了最
细微处，正是对孩子们世界观、人生观
的一种亲切的熏陶，根本与钱的数额无
关。遇到一分钱、一角钱、一元钱，甚至
是百元大钞，不是自己的，就一定要上
交，这是自我与他者边界的认知，是做
人的基本准则。

机械草率地改动经典，暴露出一些
教育机构、一些出版机构在是非取舍、
法律意识和历史修养上的无知与莽撞；
老儿歌“涨价”，同时暴露了新时代儿歌
作品的短缺。如今的孩子，对过去的经
典难免有些隔阂，自然期待更多与时俱
进的新儿歌出现。改动流传了几十年
的经典，以“编新不如述旧”来偷懒，甚
至去丑化或者消解，恰恰暴露了儿歌领
域创新力的匮乏。老儿歌传唱不衰，新
儿歌佳作不断，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寓
教于乐带来的最大收益。

儿歌不能“涨价”，应该上新
□侯江

开学了，老师也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教师节。让我们全体起立，再喊一
声：老师，您好！

在校时，我们可能和老师“斗智斗
勇”。离校后，我们才明白，老师们一次
次用看似苛刻的要求跟我们“过不去”，
其实都是一声声真情的“告白”，他们严
厉的脸庞背后都有最轻柔的期待，期待
用自己的孜孜不倦换来我们的脚踏实
地，用自己的或温柔或严厉，送我们一个
美好的前程，给民族一个更好的未来。

时光终将远去，师恩永在。
再见老师，你会对老师说些什么？

是“谢谢您，没让我变成熊孩子”，还是
“对不起，当年不懂事，没能体会您的苦
心”，或者是“我一直在努力，终于没有辜
负您的期望”？

不论你说什么，老师一定满眼含
笑。因为你长大了，更好了，对老师来说
就是最大的慰藉。

再见老师，你会做什么？是给老师
鞠上一躬，还是给老师一个久久的拥

抱？或是拉着老师打开手机给他看孩子
的照片、倾诉你奋斗的喜怒哀乐？

不论你做什么，老师一定满眼含
笑。因为你的尝试、努力、收获，对老师
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

老师永远只想做我们背后的那个
人。鲁迅的老师、冰心的老师、陈景润的
老师、邓稼先的老师，还有拖着残疾身躯

“爬”上讲台的老师、耕耘46年退休后又
重返课堂的乡村教师、用青春守望大山
的“80后”“90后”支教老师……他们用流

逝的时光，汇聚成黑板前谆谆教诲的身
姿；把不老的师情，凝聚成灯影下日复一
日批改作业的背影，只为了让我们和时
代挽手同行。

老师，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想对您
说，人生路上，感谢有您陪伴；如果时光
能加速前行，我期望，若干年后，您仍是
那位手持戒尺、眼中有光的老师，我仍是
那个心怀敬畏、不丢信仰的学生。那时，
双鬓斑白的我，站在您面前，只想再次起
立，和同学们一起大喊“老师好！”

日前，山东枣庄两个女孩
在家模仿某短视频，用易拉罐
制作爆米花，因点燃了高浓度
酒精引起爆炸和着火。12岁女
孩伤势较轻，14 岁女孩全身烧
伤面积达96%，不幸离世。

事发后，死者父亲查看相
关短视频平台，发现视频并无
风险提醒，也没有对实验细节
作出任何提示和说明。这意味
着，视频博主与短视频平台或
将共同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短视频通过夸大或扭曲事
实吸引流量固然不对，视频制
作者直接将视频下架但没有进
一步道歉的态度更无法令人满
意。然而，需要反思的绝不仅
仅是他们，还有我们的安全教
育。

设想一下，就算是把安全
警示贯穿整个视频，将这类视
频都归入不允许未成年人观看
类别，会不会有未成年人看到
之后仍然动手模仿？就这点而
言，平台审核很重要，学校和家
庭教育也不容忽视。

根据报道，这两个孩子是
在火焰燃烧的情况下倒入高浓

度酒精，结果导致酒精爆燃。即便两个孩子没
有学过相关知识，她们的酒精从哪里来的？家
长们有没有强调不要“玩火”这种基本常识？

未成年人缺乏辨识能力，家长和学校尤其
需要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告诉孩子为什么不能
在没有大人照看时“玩火”，让孩子们真正理解
酒精是什么、会有什么危险，而并非一句“注意
安全”了之。

孩子想要动手模仿本不是坏事，好奇心得
到正确引导才是关键。这次悲剧让人叹惋，但
酿成悲剧的不止是视频制作者、短视频平台方
面的疏忽，更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安全
知识的有效输入，多方面的察觉制止。

变电箱“隐形化”
体现城市管理的用心

□李秀荣

北京雍和宫大街，从北二环起一直到簋街
路口，在900多米长的距离内，多年来竟分布着
108台大大小小的变电箱。最近，只花了一个
多月工夫，108台变电箱便全部“隐形”消失不
见。据了解，北京市首条变电箱“隐形”试点街
已全新亮相。今年北京选择了核心区东城和
西城进行变电箱“景观化、小型化、隐形化”试
点，试点成功后有望在全市进一步推广。

变电箱是电力系统对电能的电压和电流
进行变换、集中和分配的箱体，分布在每个城
市的大街小巷，形式各式各样，大小也不尽相
同。有高宽长三四米的“巨无霸”，也有一米见
方的小型变电箱，哪儿有空地儿就直接摆在哪
儿，有的甚至直接“杵”在人行便道上，行人必
须侧身从它旁边蹭着通过，既影响市容市貌，
也影响出行便利。还有市民可能在它上面随
意堆放杂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因此，变电箱有必要“景观化、隐形化”。
“景观化”是最初级的要求，也就是为大街小巷
灰头土脸甚至锈迹斑斑的变电箱增添一件“新
衣裳”，描绘上蓝天白云绿草，或者卡通动画人
物，或者当地名人名言等等，或清新优雅，或古
色古香，让变电箱彻底变身一道美丽的街景，
让市民看上去赏心悦目，同时也会提升城市景
观品质。

“隐形化”是对治理变电箱乱象的更高要
求。北京在雍和宫大街的试点做法是，将变电
箱的位置选定在路侧的绿化带里，周围密密地
种植上一人多高的小树，等树长高了、长密了，
变电箱就彻底被遮挡住，人走在路上，完全看
不到变电箱的影子。这当然是理想的“隐形
化”。对不能摆进绿化带的变电箱，相关方面
就打造成一个景观节点，比如把变电箱隐藏在
古朴灰砖新砌的居民院墙体中，摆几个花架，
摆放点儿盆花，正好能把变电箱遮挡住，还能
美化居民的院子。

可以说，对变电箱“景观化、隐形化”，在这
么细小的事儿上花功夫，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
用心。期待其他地方也推行变电箱“景观化、
隐形化”，使原来显得突兀甚至脏乱差的变电
箱从此变得有艺术感，有文化气息，成为街边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以传播城市文化，提升城
市景观品质。

据报道，经过报名、审核、考试、
面试等程序，陕西咸阳兴平市83名
新型职业农民近日被陕西能源职业
学院录取。开学后，他们将与其他
学生一样接受为期三年的全日制高
等职业教育。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
向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
对种地比较生疏，留守农业人群出
现了总量相对不足、整体素质偏低、
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与此同时，
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
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

以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为主要职
业，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居
住在农村或集镇的新型职业农民应
运而生。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对解
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等深层问
题大有裨益。

但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关键时期，大量
先进农业科学技术、高效率农业设施
装备、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将越来越
多被引入到农业生产各领域，同时现
有新型职业农民无论数量还是素质
都很难适应，迫切需要培养一大批高

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养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是

一项关系“三农”发展的基础性、长
期性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须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层次需求，
分类实行培训。在具体工作中，可
以像陕西省兴平市那样，在采取“农
学结合”方式就地就近培训的同时，
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鼓励、支
持那些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圆大学梦，为
兴农富民、振兴乡村培养出更多更
好的“土专家”“田秀才”。

人脸识别，算是时下最时髦的
互联网应用了，但是对它的担忧也
从来没有停止过。据澎湃新闻报
道，针对 AI 进校园，生物识别技术
在校园逐步开始应用的现象，9月5
日，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
表示，“（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我们要加以限制和管理。现在我
们希望学校非常慎重地使用这些
技术软件。”

在进校园之前，AI 其实已经深
入普通人的生活，可以“刷脸”办的事
越来越多了。移动支付、身份认证、
宾馆入住、单位打卡，都已经用上了
人脸识别技术。我们小区最近也赶
了回时髦，两个大门都装上了人脸识
别系统，人在摄像头下露个脸，大门
自动就开了，确实挺方便。小区住户
想进门得先登记录入照片，而外来者
要进去只能找门口保安，这么一来，
安全上无疑比以前随进随出多了一
份保障。连小区这么终端的应用门
槛也被打破了，可想而知，人脸识别
的未来有多值得期待。

可是，包括人脸识别技术在内的
互联网服务在带来极大便利、提升了
社会运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
问题。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一个人在
这样的数据面前几乎无所遁形，这在
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些以前
认为不构成隐私侵害的，比如一个人
在公共场合的活动，放在以前，陌生
人社会的大背景就是你藏身的舞
台。可是现在就太不一样，大街上，
摄像头忠实地记录着一切，手机定位
可能暴露你的行踪，朋友圈里的照片
可能无意间将你出卖。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这种每时
每刻的记录无感，但特殊情况下就可
能引来威胁，比如数据一旦泄露，有
心人就可以拼接一个人的生活轨迹，
你将毫无秘密可言。又比如，所有的
个性化服务都是建立在对个人精确
了解的基础上，有精准画像才有精准

营销，没有个人信息的支撑，互联网
个性化服务几乎寸步难行，这些被商
业化的个人隐私又该怎么办？

大学校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人脸识别有的问题，在大学校园里
同样也有。只不过，作为一个相对
封闭的空间，大学校园更容易把问
题放大而已。

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收集主体
的多元化。不同的应用，不同的管
理主体，有些属于公共部门，有些则
属于私人部门，他们相互不兼容，相
互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可遵循。这样
一种现状很难让人完全放心，存在
泄露风险，运行比较规范的企业让
人放心，还有更多的是规模比较小，
管理水平比较低下的企业，把数据
交给他们又如何让人放心？

另一方面，情况也比较复杂，个
人轨迹与互联网应用掺杂在一起，
难以严格区分，这意味着有些收集

行为是隐藏的。比如，打车是互联
网应用，但是上车地点、行程终点又
是个人隐私，这该怎么算？又比如，
上网是享受互联网服务，门户网站
提供了大量信息供你阅读，但你浏
览了哪些网页是有隐私权成分的，
你自然不希望门户网站把这些也公
布出去。

这种复杂性本身也给管理保护
带来难题，哪些该保护哪些该合理
利用，别说普通人，就连互联网企业
自己也未必明白该怎么做。人脸识
别技术的广泛应用，相当于在全社
会编织了一张精确定位个人信息的
网，无疑将隐私权的争议推至极致。

由此可见，人脸识别虽好，但也
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不收拾一下直
接上市，只怕会扎伤了人，法律需要
给人脸识别也立个规矩。不泄露是
底线，合理合法地应用才助于打消
社会忧虑。

“110吗？我是120……”近日，广西
贺州市一名家住4楼的老人受伤，120医
护人员赶到现场欲将老人送往医院，因
力气较小，无法将老人抬下楼，遂报警
求助。这则新闻，再度将120抬人下楼
难题展现在公众面前。

一般情况下，120 急救车辆只配有
司机、医生、护士各一人。对于居住在
没有电梯的老旧楼房，身体较重、动弹
不得的患者来说，急救人员往往不是不
愿抬，而是真的抬不动。于是，在很多
时候，求助110成了120的习惯动作。

求助 110 绝非长久、妥善的解决办
法。因为110要承担的工作很多，如果
老是为急救人员“打下手”，那还不如
120自己配备“打下手”的担架员。很多
地方的120不主动配备担架员，原因很
简单，因为条件不具备——120 急救车
容纳不下太多人随车前往。改进车型，
要钱；多开一辆车搭载担架员前往，也

要钱；增加的担架员本身，还是要钱。
120有现实困难，患者有实际需求，

这个时候政府理应主动担当，为民解
忧。有些地方政府以法规的形式，力
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
救服务条例》，明确了政府应当“持续
保障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事业发展投
入”；规定了“每辆院前救护车应当配
齐包括驾驶员、医师、护士、担架员等
急救人员，具备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
搬抬服务的能力”。

政府承担相关投入，是破解 120 急
救人员抬人下楼难题的最现实、最有效
举措。当然，推进这一治本之举需要一
些时间。在此之前，急救机构需要先尽
量做到治标。接到求助时，应当询问患
者体重、居住楼层、是否能自行下楼等，
以便尽可能增添救助力量或者及早通
知患者家属找人帮忙。

120求助“抬人”非长久之计
□管弦士

近日，一则“邯郸现‘Plus 版’红绿
灯，灯杆都在发光”的视频走红网络。
据了解，这种红绿灯的设置是为了拓展
可视范围、减少因树木或前车阻挡导致
后车司机对信号灯误判等情况。但当
地交警部门表示，目前只是尝试阶段，
后期是否推广还需经过时间论证。

红绿灯是城市道路交通的重要指
挥棒，但目前红绿灯设计存在一定的
缺陷，有时候如果前方车辆是身形高
大的大货车，很容易挡住后方小轿车
的视野视线，看不见信号灯，有可能发
生误闯红灯的交通违法情况。而且，
在雨雾天气能见度较低，可能妨碍到
驾驶员的判断。

为此，国内一些城市从城市精细化
管理出发，推出“荧光棒”式红绿灯，这
既能有效减少后方车辆驾驶员视线被
遮挡问题，又能减少天气因素造成驾驶
员对信号灯误判的情况，有助于减少交
通违法，降低道路交通违法违规行为的
发生率。

然而，推广“荧光棒”红绿灯还需要
三思，充分考虑环保成本、经济成本、安
全成本等。首先，相比传统的红绿灯，

“荧光棒”红绿灯扩大了可视范围，这意
味着同时有可能造成光污染增加。其
次，设置“荧光棒”红绿灯直接涉及线路
改造、LED灯管装置等，花费不少，后续
维护也需不少费用，必须算好经济账。

推广“荧光棒”红绿灯
应充分论证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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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新型职业农民圆大学梦
□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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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虽好，谨防滥用伤人
□高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