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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进后厨!颠勺"说明什么

见字如面

赵志疆

-)./
! ! ! ! 近日!一则)外卖小哥疑嫌出
餐速度慢自己炒菜*的视频热传!
网友直呼小哥逆天了" 视频中!该
小伙穿着美团外卖衣服! 戴着美
团骑手小黄帽! 站在后厨与餐厅
厨师一起炒菜"## 日!美团外卖公
关部工作人员回应 )外卖小哥颠
勺*视频时称!根据美团外卖配送
员行为规范! 外卖配送员不能进
入后厨!目前正在调查事件原因"
黄衣黄头盔的外卖小哥!夹
在白衣白围裙的厨师之间! 突兀
的画风给人带来莫名的喜感" 目
睹了这个外卖小哥娴熟的 )颠勺
技艺* 之后! 网友们纷纷转发调
&)等不起我还炒不起么, *
侃&&

忘
怀
得
失
未
必
!失
"

!"#$

! ! ! ! 忘怀得失未必 )失*!
患得患失未必)得*" 不久
前! 有领导同志语重心长
送给年轻干部这两句话!
是经验之谈!是肺腑之言!
令人清夜扪心!深省良多"
人生百年!一得一失!
本是常态"然而工作中有人
过于计较得失!整日经营算
计!光想着掂量左右人情%
考虑世故周全% 计算利弊
盈亏" 面对组织安排挑肥
拣瘦%挑三拣四!讲价钱%谈
条件!合意则取!不合意则
弃! 说到底还是舍不得眼
前那点利益! 把一己得失
看得太重" 看淡名利%看重
责任!进退得失莫萦于怀!乃是当下年
轻人亟待补上的一堂党性必修课"
参加平江起义! 参与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创建! 长征时任红一军团
一师师长!抗战时任 '&( 旅参谋长%
参加)百团大战*!后在解放战争%朝
&这是被誉为
鲜战场上功勋卓著&&
)将圣*的铁血军人李聚奎的辉煌战
史" #$)) 年授衔的开国上将邓华%
杨得志!过去都是他手下的团长%政
委!其资历显然在上将之上"可大将
军衔仅有 #% 人!不宜增加!组织上
正犯难怎么开口做工作! 他竟传来
话#)就低不就高!上将就行- *回望
党史! 多少优秀的同志在功名面前
豁达大度! 这正是共产党人能够团
结奋斗%战胜许多困难的重要原因"
当然!鼓励)荣誉面前不争功!
困难面前不躲闪! 责任面前不推
卸*! 不等于讳言个人利益的合理
性%职业发展的正当性!强调的是更
大气%更大度把握局部与全局%个体
与集体%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属于自
己的!让出一角!别人不愿干的苦活
累活!多伸把手!群众看在眼里!组
织不会埋没!到头来不但不会吃亏!
还往往能胜出一筹%收获更多"
有学者讲解)孟子批杨朱*时!将
民族文化精神概括为 )知止* 二字"
)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 半页纸都写
不满*的黄大年$#$'" 年投身革命的
老八路孙犁!职务不过是'天津日报(
文艺科的副科长"他们皆是知一时之
止!得一世之功!在各自专业领域著
述等身"消解偏执!破开囚笼!悟彻本
真!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年
轻一代失去的只是无谓的包袱!赢得
的将是无价的未来"（周人杰 刊今日
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一名被送餐事业耽误的厨师*
)一个人掌握一条产业链*++随
着短视频的火热传播! 美团外卖
终于对此作出表态" 与网友的戏
谑调侃不同! 官方表态充满了冰
冷的外交辞令!剧情陡转直下!不
由得令人替那位)多才多艺*的外
卖小哥捏一把冷汗"
无论是从操作规范还是餐饮
卫生的角度来看!外卖小哥越俎代
庖无疑都是不合适的" 在外卖行业
已经深深嵌入公共生活的当下!相
信多数围观网友都有购买外卖的
经历!他们之所以能搁置饮食卫生
的议题投身舆论狂欢!原因其实并
不复杂#外卖小哥的)百变身份*早
已令人见怪不怪" 美团外卖的)不
解风情*同样不难理解#这不仅是
规范运营所必备!更是应对危机所

急需" 问题的关键是!对于那位越
俎代庖的外卖小哥!显然不应一罚
了之这么简单"
如果要选一个最争分夺秒的
职业!恐怕非外卖小哥莫属" 时至
今日! 外卖小哥匆匆而过的身影
已成城市风景线" 在给公众生活
带来便利的同时!外卖小哥的)速
度*与)激情*也给公共管理制造
了很多麻烦" 为了抢时间!外卖小
哥在外不惜逆行%闯红灯!在内不
惜越俎代庖分饰多角! 在为公共
安全增添隐患的同时! 他们自身
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风险" 按
照规定!快递小哥不能进入后厨$
按照规定! 快递小哥不能违反交
通法规++但是! 当快递小哥纷
纷将)不能*变成)能*的时候!企
业管理者难道就没有值得反思的

地方吗,
)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在快
递小哥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他们之所以分秒必争!表面上看是
为了争取)送单量*!深层次原因则
是这一职业 本 身 缺 乏 足 够 安 全
&送每一单都有时间要求" 近
感&&
日! 上海交警部门约谈了饿了么%
美团等 & 家送餐外卖企业!要求各
企业加强安全培训% 车辆规范%骑
手身份识别系统等方面的管理" 外
部约束固然不可或缺!不过!要想
使外卖小哥真正)慢下来*!恐怕还
&相
应从企业管理的内部着手&&
关评价体系要以公共安全为底线!
同时改革评价体系!为外卖小哥提
供更多福利保障!舒缓他们快绷断
线的神经" 由此!社会的公共安全
也才能多一份保障"

社会辅导机构的!老师"也是老师
)*+,
! ! ! ! 据媒体报道! 中国教育学会日前为首批 #!#
名通过辅导机构教师专业水平等级认证的高级
教师颁发证书" 这是辅导教育行业首次采用统一
标准对机构教师的专业水平进行评定" 据了解!
中国教育学会还将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合作!逐
步建立起行业规范机制!开展并建设民办非学历
教育培训机构的第三方质量认证和评估体系"
据 '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
查报告( 显示!!%#( 年我国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
&%%% 亿元!学生人次超过 #*'"亿!辅导机构教师规模
达 "%% 万至 &)% 万人" 但长期以来!辅导教育行业没
有明确的定位!常被称为)影子教育*!机构教师则处
于身份不明%职业发展通道不畅的尴尬境地"
今年 $ 月 # 日!新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
为民办教育的管理确立了依据"新法明确规定!民
办学校教师具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法律地
位!并指出)所称的民办学校包括依法举办的其他
民办教育机构*"而诸如建立辅导机构教师专业水
平等级认证体系等畅通机构教师职业发展通道的
做法!也都将增强机构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促进辅
导机构师资力量的稳定和师资水平的提升"
社会辅导机构的)老师*也是老师!这既意味着
他们有着同样的职业尊严!也意味着要遵守同样的
职业标准和伦理"由中国教育学会这样的第三方机
构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合作! 建立行业规范机制!
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此!可以引导辅导机构
加强行业自律!协调各方利益%规范各方行为!实现
良性竞争!推动辅导教育行业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
之路"（杨三喜 刊今日光明日报 本报有删节）

012(3
! ! ! ! 这几天秋意渐浓!又过教师节"
从教 !" 年来!每到这时我脑海里闪
现的! 往往不是自己教师生涯的片
段记忆!而是成长中那些深刻影响过
我的恩师#能行云流水般徒手画出世
界地图的地理老师$着中山装%拄文
明杖! 说一口流利伦敦音的英语老
师&&
&那个年代英语老师奇缺!所
以是退休返聘的!学长们传言他能背
诵整本'远东大辞典(!在我们心中
是神一样的存在$ 语文老师们总有
带领我们穿越时空的本事! 比如和
)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主人公一道置
身于海船上!身边是身穿华丽长裙的
女士们优雅地吃着生牡蛎++
三十多年前!没有网络!也没有
娱乐明星! 但老师们总吸引着年少
的我们崇拜和敬仰! 并萌生出投身

%&'(

共享单车 共守规则
! ! ! ! 郑辛遥

华心怡
! ! ! ! 提笔忘字! 你以为这只是你
自己的)返祖退化*!现在有无处
不在的特朗普加入我们的阵容"
最近全美各地都有抗议者上
街游行!反对新纳粹主义" 特朗普
借助推特发表一份表扬游行的声
明" )我们伟大的国家已分裂数十
年!有时候你们需要进行抗议!以
便促成和解++* 特朗普原本只
是想在民众广泛使用的社交网络
上表现一下自己平易近人的政治
家风范! 没想到却在短短几句话
中犯下了两个拼写错误" )数十
年*忘记用复数!)和解*则拼写成
了)脚后跟*" 这条推特在发送几
分钟后被删除!并在修正后重发"
这已经不是总统先生第一次
在拼写上栽跟头" 比如!)法律顾
问*成了)委员会*!)史无前例*成
了 )没有总统的*!)有* 写成了
)气*!等等" 这其中!大部分都是
并不高级的常用词"
今天我们并不是要揪着特朗
普的)小辫子*不放!去强调他所
希望塑造的 )无所不能* 形象其
实漏洞百出! 我们只是讨论一下
社交媒体时代! 人们丢失了一些
什么" 而恰好! 特朗普就这么成
为典型"
社交媒体平台鼓励真实性和
即时性! 这是人们对周围世界即
时与原始的观察! 并通过短小的
语言向外界表明所思所想" 这并
不是一个精雕细琢的平台! 所以
语法方面的丑陋便自然成为其
)副产品*"
在一个快速向外铺展的世界
里!我们的生活节奏%思维模式!
甚至日常作息都不得不跟着快
些%再快些" 所以那些曾经让我们
习以为常的!扎实的%稳重的!甚
至有些呆板的基本素质! 都变得
模糊起来" 书写是这样!礼尚往来
的待人接物也是这样" 而带着旧
日情怀的综艺节目)朗读者*%)成
语中华*等!都因为)许久不见*惹
来亲切感而一路飘红"
我们接收着现世的种种利好
与便捷!但在包容度更高的当下!
我们也应该可以与经久的传统和
睦相处" 准确地%明白无误地写出
自己所想%所思!并不是很过分%
很荒唐的要求" 至于特朗普以后
要是想走亲民路线故意写出几个
错别字!那我们大可一笑置之"

怀着!初心" 育人不怠
杨 琳
教育的理想" 到底是什么让这些老
师的形象能够经受住岁月的磨洗与
侵蚀!沉淀得愈发清晰和生动,
曾偶然听到高中的语文陈老师
对带教的徒弟说!)成长中的孩子是
那么纯粹!老师带给他们的任何东西
都可能对他们的未来造成意想不到
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要万分小心走进课堂之前准备得再充分都不为
过" *所以!老师的每一个)绝活*%每
一节难忘的课背后!都是他们)小心*
呵护学生成长所付出的心血#那位地
理老师常常是地图不离手!那些地势
地貌%山川河流!统统刻在他脑海里$
老绅士英语老师!年近七旬!每天清
晨和深夜一定要收听英语广播!还要

读大量英语原著充电!从不懈怠" 在
一个没有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年代!老
师们动足了脑筋!小黑板%挂图%自制
手绘幻灯片% 各种实物都搬进了教
室" 记得高一的一堂语文课!一走进
教室!隐约飘来淡淡荷香"寻香望去!
原来墙边摆放着新鲜荷叶!上面还挂
着晶莹的水珠"为上'荷塘月色(这一
课!老师从郊区的亲戚家摘来荷叶!
小心翼翼地护着赶回学校" 清雅的
荷香!至今仍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正是老师们的这份)小心*!汇集
成我们脑海里一段段美好的回忆!也
触发了我想要成为另一群孩子美好
回忆的渴望" #$$% 年!在我正式成为
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时!收到了恩师

陈老师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是熟悉的
娟秀字迹#)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 我知道她是在告诫我!作
为教师需要永不满足的学习动力!才
能为教育生涯注入源源不竭的清泉"
时至今日!眼前还能清晰地浮
&我们的陈老师!
现出一幅画面&&
一个清瘦矍铄的老太太迎着透过
窗户照进来的阳光!朗诵着)微风
过处!送来缕缕青香!仿佛远处高
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她面部
的轮廓被光线勾勒得那么美"
从教 !" 年来! 我一直努力想
成为他们那样的老师" 作为教育
者!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作者为上海市曹杨中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