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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道
AI相关职业毕业生起薪30万元
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达30万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发布的
《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19-2020 年版）》
指出，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强劲的发展浪潮中，研
究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人才
需求在短时间内激增，
但人工智能领域仍然存在人
才储备不足且培养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人才供需比
严重不平衡，预计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内有效
人才缺口达 30 万。薪资方面，业内人士表示，对
毕业生来说，特别是 AI 相关职业的起薪在 30～40
万元，
特别优秀人才没有封顶。
@央视财经

微 声音
“饭后散步”
指的是饭后过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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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传媒
全媒体矩阵

饭后散步能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胃肠消
化液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吸收。注意这里说的
“饭后”，是指在进食完 20～30 分钟以后，而并非
指饭后立即散步，适合平时活动较少，特别是长
期伏案工作的人。步速以一分钟 90 步，即一秒
走 1~2 步为佳，
时间以 10~30 分钟为宜。
@生命时报

热 点冷评
消毒湿巾不杀菌
你说气人不气人？
□ 徐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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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至 8 月，青海省消费者协会和深
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委托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
对市售的消毒湿巾开展了比较试验。其中，有 5
款消毒湿巾酒精浓度标称值与实测值不相符。
包括雅润 75%酒精湿巾、倍尔洁杀菌卫生湿巾、
永舒 75%酒精湿巾、汐博士 75%酒精湿巾和春城
宝贝 75%杀菌卫生湿巾。其中倍尔洁杀菌卫生
湿巾标注乙醇含量 75%，实测仅 5.2%。
（ 9 月 14
日中国新闻网）
众所周知，受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影响，口罩、防护服以及消毒酒精、湿巾等各
种防护消杀用品非常热销、炙手可热。监管部
门对涉疫情物资价格、质量违法问题零容忍、严
惩戒，那也是势在必行、人心所向。各种防护物
资器材就相当于抵御病毒侵袭的“盾牌”，如果
它们质量不合格，那岂不是要人们面对凶险甚
至足以致命的病毒却只能以“肉身相搏”？
常言道，
“ 谋财害命”，在防疫物资器材上做
手脚，造成质量不合格等严重问题，因此影响到
防护消杀的实际效果，从而有可能使人们暴露
在病毒威胁之下，这是既谋财、又害命的违法违
规、无良无德之举，必须受到最强烈的谴责和最
严厉的处罚。
显而易见，消毒湿巾之所以能够发挥消杀作
用，
最关键的是取决于其中的酒精即
“乙醇”
含量，
酒精含量不达标，则其消杀效果也不可能合格。
这样的伪劣消毒湿巾流入市场，
被人们用来消毒，
这不是害人又是什么？受这场疫情影响，如今人
们外出常常会随身携带一些消毒湿巾，可谁能想
到，这些湿巾也不一定都能起到应有的消毒效
果。如果消毒湿巾不杀菌，
你说气人不气人？
根据此次比较试验，有 5 款酒精含量不达
标的“李鬼”消毒湿巾浮出了水面。其中最恶劣
的一款“倍尔洁杀菌卫生湿巾”，乙醇含量竟然
只有 5.2%，只有标称值的零头多点，试问这样的
湿巾能杀什么菌、消什么毒？对于这种毫无底
线、大发疫情财的无良企业，不但要下架其不合
格产品，还要对其进行严厉处罚，这样才能起到
警示告诫作用。

“禁止幼儿足球考级”
□
回归足球本真
据教育部披
露 ，由 全 国 校 园 足
球专家委员会以及
全国幼儿足球专家
委员会审议通过的
全国幼儿足球活动
的 负 面 清 单 ，在 近
日召开的 2020 年全
国校园足球工作视频会议上发布。
清单中的“禁止幼儿足球考级”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
（ 9 月 14 日《新京报》）
如何将中国足球搞上去，各方意
见纷呈，但有一点共识便是，足球要
从娃娃抓起，加倍重视、大力扶持青
少年足球事业，不断培养足球后续力
量，为足球长远、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然而，一些“违规动作”也接连不
断：擅自增加运动时长和运动强度，
对幼儿进行成人化、专业化、小学化
足球训练，要求幼儿只练足球，幼儿
足球考级更是火爆一时……在某些
家长和教练看来，足球考级可以为升
学加分，幼儿足球运动已经异化成一
个功利性筹码，变成了上辅导班、搞
突击，投机取巧，无疑与足球运动的
良好初衷背道而驰。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喜爱也适合

斯涵涵

激烈的足球运动，幼儿足球考级无疑
再次陷入应试体育的窠臼，违背教育
规律和青少年身心特点，影响足球运
动的科学发展，也损害孩子们健康，
是另一种拔苗助长。此次教育部开
出全国幼儿足球活动的负面清单，明
令禁止幼儿足球考级等“违规动作”，
非常及时和必要。
“禁止幼儿足球考级”，回归足球
本真。足球是圆的，一个优秀足球运
动员是兴趣和天赋加刻苦训练加机
遇等多种因素合成，足球运动应该是
快乐而自然的，而发展足球事业是一
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对
准目标，不断努力。
推进校园足球蓬勃开展，有利于
促进青少年强身健体、全面发展，而
校园足球要成为不少孩子的最爱，必
须卸下足球背负的太多功利目标，摆
脱“考级”等工具桎梏，也要摆脱全力
打造足球金牌的惯性思维，坚持体教
结合，锐意改革创新。热爱是最好的
老师，体育运动也是如此。当足球选
修课成为校园内一道靓丽的风景，变
成孩子们兴趣的导师，好玩的运动、
体质的强化器，轻盈翻滚的足球才能
瞄准目标，
“精准射门”。

时 事乱炖

“专坑游客厕所”岂止是自砸招牌
□ 杨玉龙

钓 王恒/漫画
“专坑游客厕所”引发关注：厕所
附 近 沙 子 易 陷 ，途 经 车 主 陷 入 沙 堆
后，工作人员再索要巨额拖车费，且
不允许其他游客帮忙。14 日，记者从
甘肃敦煌市委宣传部获悉，多个部门
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工作。涉事
经营者已被责令停业整治；敦煌市公
安局已调集相关证据，依法传唤涉事
人员，其他相关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 9 月 15 日《北京青年报》）
上述情形不难想象，
游客在人生地
不熟的情境下，
遭遇到如此的商家是多
么的无助。想必，
遇到这种情形连游玩
的兴致都会大减。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的确有消费陷阱之嫌。正如有游客怀
疑这就是一个骗局，
以公共卫生间为诱
饵，让其他路过上厕所的游客陷车，再
收取高额拖车费。陷不了车的就改收3
块钱一个人的上厕所费用。
其实，给游客留下“专坑游客厕
所”印象，只能形成“一粒老鼠屎坏了
一锅汤”的局面。对商家形象不利，
对景区的形象也不利，对区域发展形
象更无益处可言。这是最为基本的

道理。倘若商家千方百计地在游客
身上谋不法之利，只能会做一锤子买
卖。更何况，借助网络，商家的丑行
会分分钟曝光于天下，这无异于自砸
招牌、自毁前程。
无论是景区还是商家，服务好游
客，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才能助力良
好发展。尤其是在全域游渐成共识
的当下，区域内的一山一水、一街一
景、一门一店，以及人们的一言一行，
均是区域旅游的活广告，也就意味着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均应该有为游客
服务好的姿态，毕竟，区域旅游经济
红火了，惠利的才是当地每一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
“ 专坑游客厕所”
并非“坑”了一两个游客，这也暴露出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存在着漏洞。试
想，如果不是网友拍摄传播视频，以
及媒体的跟进，当地类似“丑态丑行”
依旧会存在，这不仅会导致更多游客
的权益被侵害，对当地旅游形象、旅
游经济，更无疑是一种戕害。于此，
当地相关部门理当将工作做在平时，
杜绝欺客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