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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业假笑”
不要过于苛求

社论速读

“趋同化管理”
让留学生成为大学平等一员
近日，来华留学相关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焦
点。7 月 20 日，
教育部国际司负责人表示，
要推进
中外学生的趋同化管理。但趋同化并不意味着等
同化。既要对中外学生一视同仁，也要看到来华
留学生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化存在差异。
《新京报》评论：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
要一环。目前，中国和 180 多个国家签订教育交
流协议，支持双方互派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深
造。留学生的引入，不仅提升了中国高校的国际
化水平，同时，对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塑造中国国
际形象，
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可否认，部分国内大学目前的留学生教
育，也存在某些偏差。为了数字上的需要，在推
动留学生教育上，陷入了一些思维误区。这在事
实上，增加了一些大学的办学负担，也伤害了大
学校园的平等氛围。在此背景下，强调和大力推
动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
有其必要。
“趋同化管理”意味着，大学对于在校学生的
管理，必须一视同仁，包括学生权利和责任，也包
括资源分配等。这就要求大学对留学生的管理
和服务工作，进行全面检讨，对于其中的不合理
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留学生高标准宿舍等
对留学生学校生活的各种特殊礼遇，包括某些学
校对于留学生校规校纪管理的松弛等，都有重新
审视的必要。
“趋同化管理”
之下，
留学生所获得的优待，
必
然大大减少，但这绝非坏事。留学生成为大学的
平等一员，
有利于保障本国学生的权利，
营造大学
平等的氛围。同时，
对留学生的学业、
纪律等作出
更严格的要求，不仅不会影响国外学生来华留学
的积极性，
恰恰相反，
这只会让中国大学有着更优
异的人才培养质量，
获得更好的国际口碑，
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来留学。而这，对于提高中国大学的
国际竞争力、
促进中外交流，
都将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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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家发

网友随手拍
摄他人言行
的照片或视
频在网上传
播 ，应 在 国
家法律法规
允许的范围
内 ，不 能 侵
犯他人肖像
权 ，对 他 人
造成不良的
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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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浙江宁波某高速路收费站的一名男收费
员微笑送行，
被戏称“职业假笑”。收费站所长对外
回应，该收费员认为其在努力微笑，未曾想网上出
现嘲讽的声音，收费员不愿成为网红。所长称，该
收费员认为所拍视频侵犯了其个人肖像权，
已报警
处理。
（7 月 20 日《成都商报》）
现如今，在许多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微笑服
务已成为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当然，
微笑服务是
对服务对象的尊重，能给服务对象愉悦的服务体
验，应该大力提倡和推广。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
行业规范和职业标准，
从业者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
真笑，特别是遇到一些刁难的服务对象，不可避免
会产生不愉快的心情，
此时从业者往往只有强作欢
颜，
也就是“职业假笑”。这种假笑虽然不是发自内
心，甚至外在表现还有一些夸张，让公众一眼就能
看出是在假笑。然而，这种“职业假笑”行为，尽管
让人感觉有一点滑稽可笑，
但不会给人造成心情上
的不悦。
这名男收费员因夸张的“职业假笑”，一夜之
间成为网红，在网上出现少量嘲讽的声音，显然是
一些网友不了解其职业的艰辛。收费员每天面对
成百上千名的司机，不管是真笑还是假笑，每天要
迎来送往笑很多次，十分辛苦和劳累。工作时间
一长，为了维持微笑的工作状态，就不得不做出

扫
描

“职业假笑”行为。
但毋庸置疑，这名男收费员表现出来的“职业
假笑”，
是其敬业的行为表现。可喜的是，
许多网友
对收费员的“职业假笑”行为表示理解，
认为他很努
力，每天笑很多次很累。因此，对“职业假笑”不要
过于苛求，这种“人畜无害”的职业性假笑，在各窗
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可以说普遍存在，也不可能避
免。对此，公众不妨一笑而过，不要去求全责备甚
至嘲笑。
此外，
网友随手拍摄他人言行的照片或视频在
网上传播，应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不能
侵犯他人肖像权，
对他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针
对男收费员“职业假笑”事件，
网友上传其夸张微笑
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和热议，出现一些嘲讽声
音，已对男收费员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干扰，男
收费员认为所拍视频侵犯了其个人肖像权，
准备通
过法律途径来维权无可厚非，
这是他寻求公平正义
的合法权利。因此，此事件也警示广大网友，拍照
拍视频不能随意上传，如果觉得确有现实社会意
义，应该对事不对人，通过技术处理在当事人脸部
或关键部位打上马赛克再上传，
从而规避不必要的
侵权风险。
总而言之，职业微笑往往有些“假”，但其诚意
却真，
公众应当予以充分理解。

主播直播喝酒，吃蜈蚣、壁虎
身亡。

女子地铁给受伤老人让座先
摆拍。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报道，近日，
合肥市民报警称，铜冠花园小区一名男子在
屋内发生异常。警方出警，男子不省人事。
此时房间内，电脑正处于直播界面，桌上放
有白酒、啤酒及活体蜈蚣、面包虫、壁虎等。
经 进 一 步 了 解 ，男 子 30 来 岁 ，系 某 平 台 主
播，生前正在屋内直播喝酒。目前警方已初
步排除他杀的可能。

——据新快报报道，
公交车和地铁上给老
人、小孩以及手脚不便利的人让座是一件理所
应当的事情，但有人却把它当作了一次秀，演
起了“给老人让座先摆拍”的戏码。近日，
有西
安网友爆料称，
西安地铁一号线内有一女士给
腿伤老人让座，
过程中女子身边有一名男子一
直跟拍，
并且发布到网络上。网友表示：
心寒，
让座何时成了值得炫耀的事情了？

2020年度

火热征订中

友情告知
感谢各位新老订户多年来对《春城晚报》的支持与厚爱。2019 年 7 月 1 日起征订 2020 年度《春
城晚报》老订户享受优惠价 140 元 / 份 · 年，新订户 180 元 / 份 · 年。之后价格将逐步恢复为老
订户 180 元 / 份 · 年，新订户 216 元 / 份 · 年。
（以上优惠价格仅限昆明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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