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3+3”为核心的高考改
革，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铺
开。《科技日报》最近调查了率
先试点的浙沪两地，发现物理

“遇冷”已成事实。作为一门基
础学科，物理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再考虑到高考的重要地
位，新高考模式下物理“遇冷”
的现象，必然引发诸多关注。

这里所说的“遇冷”，是
一种相对状态。在“理想”状
态下 ,考生要在政、史、地、物、
化、生六门课中选择三门，那
么，每门课被考生选中的几
率都是50%。而出于对兴趣和
能力的现实考量，这六门课
在被选率上总会有个高低，
因此，总会有一两门课程“遇
冷”。只要具体的制度设计确
实能够体现兴趣的重要性，
在 分数核 算 上 能 够 保 证 公
平，单一学科“遇冷”也是正

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目前舆论最大的担忧，其

实就在于物理被选中的比例。
在 2 0 1 7年高考中，浙江全省
29 . 13万考生只有8万人选考物
理；而在上海，选择物理的考
生也仅占30％。如果一门学科
的发展，全凭人海战术，那么，
比例过低确实很令人担忧。但问
题是，物理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并非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
明，那些在物理学领域领先的国
家有庞大的“物理人口”。换个
角度来看，在文理分科的旧模
式之下，为了高考学习物理的
学生确实比例很高，但对学科
发展有明显的推动吗？

正是考虑到传统文理分
科体制存在的弊端，从六门课
中选考三门的“3+3”模式应运
而生，其核心并不在于某个具
体的科目，而在于赋予学生选

择权。物理“遇冷”确实与考
生、家长的“算计”有关，但造
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则在
于学科特点本身。换言之，物
理课程的难度较大，而物理课
与普通学生兴趣能力的匹配
度本身就不高。不妨以社交平
台上的流行话题做个对照，对
人文历史的关注占据绝对优
势，能跟“理科”挂上边的也多
是科技新知。因此，如果在“3+
3”模式下物理不“冷”，这恐怕
才是反常的。

上面所讲的道理很容易
理解，从中也不难推出一个
结论，那就是公众关注物理

“遇冷”并不是担忧物理学科
的未来，而是有其他更关键
的考量。梳理一下有关的言
论可知，普通公众议论最多
的，恰恰是单个学生在选择
物理之后是否会在高考中吃

亏，换言之，对高考公平性的
忧虑才是核心议题。也正因
如此，其实，人们讨论的重
点，是强调全省排名而非卷
面分数的“等级赋分”制度，

“遇冷”的物理只是这场讨论
的背景罢了。如果把物理换
作其他学科，讨论仍然可以

“顺利”地开展下去。
从公共舆论的层面来看，

对物理“遇冷”的讨论，并不
“新鲜”。在一些省份试点大综
合取代文理分科的阶段，以学
科争论为表象的议论也曾有
过。只要对优质高等教育的竞
争依然这么激烈，类似的争论
就不会停止，尽管它会以各种
不同的“由头”引发出来。如果
一定要对“3+3”模式加以评判
或调整，也应当重点考量高考
改革是否偏离了最初的目的，
而非某一学科的冷与热。

热议物理“遇冷”，重点不在学科冷热

“3+3”模式的核心并不在
于某个具体的科目，而在于赋
予学生选择权。物理“遇冷”确
实与考生、家长的“算计”有关，
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则在于学科特点本身。

评论员观察

“程序员自杀”给网上相亲提个醒

葛一家之言

何时停售燃油车

宜早作决策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
示，我国已启动研究传统燃油车
的退出时间表，同时备受关注的

“双积分”政策也即将发布。
对于汽车行业的新能源变

局，作为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的推
动者和主导者 ,工信部必须有所
作为。即将发布的“双积分”政策，
就是工信部加紧向汽车制造商施
压，督促其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
销售的一项产业政策。所谓“双积
分”，是指乘用车企业的平均油耗
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有关部
门未来将通过双积分管理，促使
汽车企业加大新能源汽车的生产
销售力度。

我国目前确有及早制定传统
燃油车退出时间表的“压力”，这
个压力首先来自《巴黎协定》。此
前，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全面禁售
燃油车时间表，既是为了清洁空
气，也是为了履行根据《巴黎协
定》所承诺的相关义务。2015年12
月，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一致通过了《巴黎协
定》，与会各国政府承诺逐渐淘汰
化石燃料，转而使用干净的能源，
以避免全球气温继续上升。为了
在世界范围内起到积极引领作
用，我国为自身设定了更高标准
的非化石能源使用比例目标。然
而，现实是严峻的，全国目前机动
车保有量达2 . 9亿辆，这是不折不
扣的化石能源消费“大户”。

我国制定传统燃油车退出时
间表的主要压力，还是来自于内
部需求，来自于人民群众改善空
气质量的迫切要求。我国空气质
量尤其是大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汽车尾气排
放。近年来，在雾霾严重的重污染
天气中，机动车尾气排放一直是
各地主要污染来源之一。

当然，目前大力发展新能源
汽车也存在着不少客观困难，比
如电池制造的技术、电池原材料
的供应，以及充电桩建设等问题。
但是，从促进汽车产业升级、抢占
国际竞争制高点以及顺应绿色低
碳发展的历史趋势等方面看，有
关部门都应该及早制定并推出传
统燃油车的退出时间表。

（摘自《北京青年报》，作者樊
大彧）

□毛建国

上周末，iOS应用WePhone
的创始人、开发者苏享茂自杀
的消息引爆舆论。根据目前公
开的信息，苏享茂通过世纪佳
缘相亲结识其前妻翟某，翟某
隐瞒婚史，并在婚后对苏享茂
进行“勒索”，苏享茂无奈之下
选择自杀。调查发现，“程序员
自杀”悲剧的背后，是世纪佳缘
相亲网站无需实名制，简单注
册甚至是虚构信息即可向其他
用户发信息。

一事当前，先问真假，再
问是非。现在舆论大多站在已
经自杀的程序员一边，而对其
前妻穷加猜测和谴责。事实
上，这是不是真相，会不会经
历反转，在更多信息出来之
前，尤其在没有其前妻声音之
前，可能还是未知数。但是，

“程序员自杀”背后的网上相
亲乱象，是真实存在的，并不

影响公共讨论。
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可

以看到很多“网上相亲受骗”
的吐槽，很多“不要相信网上
相亲”的提醒。这恐非子虚乌
有。从媒体调查来看，此前，曾
有“世纪佳缘”用户隐瞒婚史
进行诈骗。一份深圳市南山区
法院判决书显示，邱某飞在世
纪佳缘网站注册为会员，故意
隐瞒婚育情况，谎称单身，以
确定恋爱关系为手段先后骗
取多名被害人的信任。通过中
国裁判文书网检索还发现，多
人曾因使用世纪佳缘网站，而
误入传销组织。

相亲网站最大的问题，还
是审核不严，甚至没有审核。
根据记者的亲身体验，在世纪
佳缘网站，未经实名审核即可
发布择偶信息，而这些信息基
本上是想怎么填就怎么填。相
亲对象选择相亲网站，必然选
择相信网站上呈现的一切。如
果有人凭此诈骗的话，在很多
人的“婚姻焦虑”之下，以无心
对有心，很有可能上当受骗。

这样的审核漏洞，埋下了问题
的种子。

与电商平台、共享单车一
样，相亲网站也是互联网经济
的产物。有数据显示，2016年
中国网络婚恋交友行业市场
营收为34 . 4亿元，在整体婚恋
市场中渗透率为36 . 5%。预计
到2018年，网络婚恋市场将保
持稳定增长，总营收超40亿。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能做到现在
的规模，充分证明了这一行业
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在事实上，
相亲网站也确实帮助很多人解
决了恋爱和婚姻问题。否则，网
上相亲行业和网上相亲网站
也不会获得这么大的发展。

成绩是有的，问题也不能
否定。任何一家市场主体都不
能抛弃社会责任，事实表明，
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也是行业
和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越是
大块头越需要承担大责任。由
于网上相亲的特点，承担社会
责任，对于相亲网站来说尤其
重要。可以讲，一旦失去了社
会责任，相亲网站就有可能成

为骗子的帮凶，就有可能对相
亲对象造成巨大的伤害。

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堪称
人类的本能。现代社会分工越
来越精细，圈子化越来越明
显，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并没有
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而改变，
加之现代人工作繁忙，爱情的
邂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亲
网站正是对接这一需求而来。
相对于传统相亲，网上相亲者
对相亲对象的了解基本上是
通过网站介绍而来。如果相亲
网站不加强审核，很有可能给
别有用心之人留下可乘之机。

网上相亲行业能够走到
今天不容易，放眼未来，这个
行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但这
要建立在回应社会关切、解决
自身问题基础上。或许，加强
审核，确保信息的有效性，会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运营成本、
影响用户集聚，但这是行业更
好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用
户负责的必然选择。“程序员
自杀”给网上相亲提了个醒，
相亲网站不能再野蛮生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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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混吃混喝奖”必须依法追责

□张淳艺

9月10日，宝鸡一网友在微
博发文称，位于宝鸡市居然之
家世纪荟萃店内的懒家婆家装
公司对未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
集中胸前举牌“混吃混喝奖”拍
照，并勒令其他员工在朋友圈
中转发照片。据称，这些未达到
销售业绩的员工还要接受体
罚，男的做两百个俯卧撑，女的
做两百个深蹲。

据该家装公司回应，公司
近期聘请了第三方的营销人员
对员工进行管理。管理老师对
没完成任务的十名员工进行了
上述处罚，目的是为了激励员
工努力工作。但事实上，举牌

“混吃混喝奖”拍照并转发朋友
圈，这种侮辱性惩罚让员工很
受伤，不仅起不到任何激励作

用，还涉嫌违法。我国《民法通
则》第一百零一条明确规定：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
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
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
法人的名誉。”

近年来，一些企业频频爆
出各种侮辱员工的奇葩惩罚，
比如，让男员工剃光头、女员工
刮眉毛，像小狗一样当街跪爬，
吃活面包虫用白酒冲服，等等。
对此，企业往往冠之以“企业文
化”，宣称激励未完成业绩员工
云云。然而，业绩考核只是企业
的管理方式，不能附加以体罚、
侮辱等惩罚措施。只要劳动者在
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
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就应依法
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
动报酬。即使未完成业绩，员工
同样为企业提供了劳动，依法
享有工资，岂是在“混吃混喝”？

侮辱性惩罚折射出劳动者

权益的孱弱。在就业难的背景
下，一些企业管理者自恃为员
工提供了饭碗，颐指气使，对于
劳动者权益缺乏应有的尊重。
而担心丢了工作，员工往往默
默忍受，敢怒不敢言。在本案
中，当事员工虽然觉得人格受
到了侮辱，还是接受了举牌拍
照的惩罚。此外，缺乏必要的追
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以
往类似事件爆出后引发舆论指
责，涉事公司往往叫停惩罚了
之，鲜有因此承担法律责任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无
视劳动者权益的“底气”。

劳动者虽然与用人单位存
在劳动关系，但劳动者仍然属
于公民，依法享有名誉权和人
格尊严，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企
业管理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基于什么理由，都无权对员工
肆意妄为地实施侮辱。要想企
业懂得尊重劳动者权益，除了
企业的自律外，更需要法律的

他律，强化法治刚性，帮助企业
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尽
管家装公司老板第一时间让
员工删除了朋友圈照片，并停
止对员工的体罚，但对“混吃混
喝奖”事件还是要依法追责，以
儆效尤。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
十条，员工有权要求企业停止
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对此，工会应主动介入，积极帮
助员工维权。同时，《劳动法》第
九十六条明确规定，侮辱、体
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
者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
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或
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让
侮辱员工的管理者付出沉痛代
价，企业管理才能在法治轨道
上健康运行。

葛公民论坛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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