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折翼”的你们
拥 有 “ 翅 膀 ”

■ 何珂

近日，同济大学改造校舍迎接无臂新生的新闻在网
上引起热议。

四川男孩彭超，6 岁时因触电失去双臂， 学着以脚
代手学习、生活。 2019 年从四川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彭
超又通过考研复试，成为同济大学的研究生。 为方便其
学习生活， 同济大学专门把彭超的宿舍安排在一楼，对
大门、电灯、卫生间等设施进行了改造，浴室的开关用脚
就可以打开，淋浴头也根据他的身高作了调整。 而在刚
刚过去不久的东京奥运会，有不少高燃瞬间让人热血沸
腾。中国选手卢冬的一个下蹲，在社交网站上刷了屏，被
赞“彰显格局”。在东京残奥会游泳女子 50 米蝶泳 S5 级
决赛中， 卢冬以 39 秒 54 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成功摘
金。在领奖台上，由于亚军和季军都坐在轮椅上，卢冬便
主动单腿下蹲与她们合影。 这一温柔的举动，闪耀着直
抵人心的精神光芒，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我们拥有翅膀”，正如本届残奥会开幕式所传递的
理念，残疾人不幸折翼，但他们通过努力为自己插上了
梦想的翅膀，以不向厄运低头的坚毅，和永不妥协的信
念，向着梦想奔跑，与这个世界齐头并进，而他们也正被
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有数据显示，2012 年至 2019 年，全
国共有 7.5 万名残疾考生进入高校学习。 他们的成功，
源于他们永不言弃的拼搏与坚持，同样也得益于我国残
疾人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从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普九入
学率的持续提升，到从立法层面破除残疾人参与高考的
壁垒，再到为残疾人高考提供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等
便利，这一系列举措给残疾学子点亮了希望，让他们得
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我们拥有翅膀”，就算曾经折翼，但一个健康的社
会，必能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为其疗伤，让其找到自己
的角色，并发光发亮。 很多时候，一个社会的温度，是以
如何关怀那些生活不幸的人来衡量的。 哲学家罗尔斯
说，社会公正应该是“有利于最不幸者”；作家海明威也
说过，“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 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
幸”。感动于彭超们的自强不息、残奥会上运动员们的逆
风飞翔，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让
更多身残志坚的人实现梦想，让折翼的他们通过努力拥
有“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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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成涛

近日，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百世、极兔等多家快递公
司宣布，自 9 月 1 日起，全网末端派费每票上涨 0.1 元。 快递
派费上调能带来哪些变化？上调的派费能否真正让快递小哥
得到实惠？ 快递服务质量能否随之提高？

人工智能新图景，比想象更“无限”
近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

究院（以下简称“智能院”）公布了一批国际一
流的创新成果，其中，以深度伪造视频识别技
术、仿生机器鱼智能探测系统、虚拟智能机器
人等为代表的研究应用成果，可广泛用于政府
决策服务、市民衣食住行、城市综合治理等诸
多领域，呈现出人工智能的新图景。

手机离开了 WiFi和数据网络，就像机器人
离开了 SLAM 一样。 利用视觉 SLAM（即时定位
与地图构建）算法不但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主
定位， 还可以实时构建包括环境几何结构、颜
色、纹理等特征信息的三维地图。 有了“眼睛”

的机器人，能够看到周围环境，摆脱对卫星导
航定位系统的依赖，为自主完成既定任务提供
了关键保障。 除了用于危险复杂环境下的探索
救援等任务， 还可以应用在服务机器人领域，
比如， 机器人知道物体的位置和环境地图后，
通过 SLAM 技术规划出没有障碍的行进路径，
这样可以顺利拿到指定物品。此外，用户在 AR/
VR、无人机、无人驾驶领域体验加强，离不开视
觉 SLAM 技术的支持。

数据、算法和算力作为人工智能的三个基
本要素，其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变化。 具体到智
能应用，图像和语音是两大重要领域。 智能院

研制的基于 AI 指令集的可重构、 可配置卷积
神经网络加速器，支持大多数常用目标检测网
络及其变种，可以应用于无人机、无人车等无
人设备对实时图像的低功耗、 高精度目标检
测， 相关技术已用于无人机编队海上搜救、无
人车洞穴探索等任务，提升了无人装备的目标
发现能力。 在语音智能应用领域，基于国产自
主可控平台，研制高噪声语音环境的车辆操控
设备，连续语音识别准确率超过 93%，具备声
纹识别和语音降噪能力。

随着无人技术的发展，无人车、无人机、机
器人等无人系统被应用于搜索、跟踪、救援。 但

如何实现无人系统的自主协同作业，有效规避
风险，提高工作效率还是业内公认的难题。 据
了解，研制的无人系统分布式智能‘大脑’，可
有效解决集中式集群控制的安全性、健壮性问
题。 智能“大脑”分为综合信息处理区、认知决
策规划区、行为协同控制区和学习训练进化区
四个核心区域，目前，智能“大脑”能够适配不
同形态的无人装备，已成功应用于空中无人集
群区域索搜、空地协同要地防护、水下资源协
同探测等场景。 下一步将继续研发鲁棒性更
强、智能性更高的无人集群智能‘大脑’产品，
使其能够应对更多任务、适配更多场景、服务
更多行业。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及时查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
近日，全国妇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

合印发 《关于做好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
知》，要求共同推进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完善
对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支持举措，促进女性高校
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通知》提出，对反映涉
及就业性别歧视的问题及时核查处理，对涉嫌就业性别
歧视的用人单位实施联合约谈。

点评：此次下发的通知，是对女性就业权利的再一
次重申和保障。归根结底，反性别歧视，不仅要有完备的
法律制度，更要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付诸切实行动，
只有这样，女性就业的大环境才会真正变好。

网友热议：
@Fox 的彩虹：“妇女能顶半边天”！ 请公平对待女

性就业。
@·海绵小丸·：不只是就业，要落实到生活中的每

一点，消除女性歧视。 （本报记者 马珺 整理）

保障学生每天校内外
各 1小时体育活动
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意见》要求，提倡

中小学生到校后先进行 20 分钟身体活动； 保障学生每
天校内、校外各 1 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应开展生命教
育、亲情教育，增强学生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意识。

点评：要想获得锻炼的最佳效果，就要让体育锻炼
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习惯与常态。一方面，要将“健康第
一”的理念植入中小学生的内心，使体育锻炼成为孩子
们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要确保足够的财政投入，保障
学校有足够、安全的运动场地和运动设施。 特别是要改
革学生评价体系，更加注重体育锻炼的过程评价、兴趣
评价以及真正的运动能力评价。

网友热议：
@RTZ071317：多运动，真的很有必要。
@candy 忱·：初衷很好，关键看如何落实。

“上调的派费将用于提高快递员的
收入。 如果快递员每天派件 200 件，考
虑到节假日因素， 那么派费上涨后快
递员每个月可以增加 500 元左右的收
入。 部分快递员派件量更大，每个月有
望增加 1000 元左右的收入。”圆通速递
合肥某网点负责人黄经理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

今年上半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
务量累计完成 493.9 亿件 ， 同比增长
45.8％；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842.1 亿元，
同比增长 26.6％。据统计，全国有 400 多
万名快递小哥。 正是这些快递小哥完成
了庞大的快递业务量。 在人们眼中，快
递小哥“赚的都是辛苦钱”，收入并不算
太高。 《2020 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
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超五
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 5000 元， 月收
入超过 1 万元的占 1.3%。

近年来， 快递企业掀起价格战，下
调派件费，压缩经营成本，快递员的收
入也随之下降。 业内人士透露，以前快
递员每单可以提成一块多钱，目前降到
了八毛左右，甚至更低。 每单提成降低，
工作量又大， 这也导致快递业人员流
失。 “在快递业价格战的压力下，快递基
层网点的日子不太好过，不少网点都经
营不下去了， 有的快递员转行送外卖
了。 ”黄经理透露。

为了更好保障快递员群体的合法
权益，前不久，国家邮政局、人社部等七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
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其中就提出了“督促企业保持合
理末端派费水平，保证末端投递基本支
出，保障快递员基本劳动所得”等政策
措施。 此次快递企业纷纷上调派费既是
落实有关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稳定快
递员队伍的必要之举。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负责同志
表示，近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快递企业
采用下调末端派费的方式压低运营成
本，导致快递小哥难以达到合理的收入
水平，致使快递网络处于紧平衡。 派费
适度调整、理性回归，有利于保障快递
员群体的权益， 有利于维护行业稳定、
促进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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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业的主要收入就是揽收派件
的费用，可以说，快递员是快递业的核
心资源。 派费决定快递员的收入，关乎
快递员的切身利益。 此前，快递业出于
压缩成本考虑， 而降低快递员的派费，
直接影响了快递员的切身利益和合法
权益。 派费上涨，是对这一问题的纠偏。

派费上涨， 对于消费者有影响吗？
目前来看，末端派费上涨，并不是快递
费上涨。 派费上调，是快递公司内部收
入分配调整，并不直接影响消费者。

那么，上调的派费由谁承担？ 如果
由加盟网点承担，加盟网点的经营成本
就会提高，这样一来，对于提高派费就
缺乏主动性。 如果由快递公司总部承
担，那么对于庞大的业务量来说，上调
的派费总额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业内人
士分析，上调的派费可能由快递公司总
部、加盟网点和消费者共同承担。 从长
远来看，派费上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传
导给消费者。

快递员能否拿到上涨的派费？ 记者
在合肥街头随机采访了多位快递员，有
的快递员表示没有收到。 “我也在网上
看到了派费上涨的消息，说是 9 月 1 日
上调，但 4 天过去了，我所在的网点并
没有落实。 ”9 月 4 日，合肥快递小哥小
付坦承。

快递公司一般采用加盟制，基层网
点和快递公司大多是加盟关系。 加盟网
点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如果派费由快递
公司总部拨付，那么可能出现“费用截
留” 问题。 为此， 有的快递公司通过
App，将派费直接发放到快递员手中，让
快递员与总部直接结算派费。 有的公司
“网内公布稽查举报联系方式”，方便快
递员维权。

如何推动派费上涨的举措真正落
地？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负责同志表
示，邮政管理部门既观其言、更观其行，
希望企业能够将派费调整工作落到实
处，真正落到快递小哥身上，真正让在
一线辛勤工作的快递小哥得到实惠。 同
时，企业要采取更多、更好的办法，建立
起更加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切实维护
和巩固行业健康发展的态势。 企业要加
强对分公司和加盟网点的管理，防止出
现总部的好政策 “下不去”“落不实”的
问题； 加强对派费发放机制的管理，防
止出现网点截留、抵扣等问题；加强对
内部罚款的管理，防止变相罚款、以罚
代管、以罚抵收等问题；加强对加盟、承
包的管理，防止层层加盟、层层转包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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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电商平台凭借资源
优势，在快递费定价权方面拥有很大话
语权。 受益于电商快递，快递公司发展
迅猛，但过低的快递价格，倒逼基层网
点牺牲快递员的利益，来维持生存。 快
递小哥权益得不到保障，造成服务质量
降低， 这反过来也会影响网购体验，进
而影响电商的发展。

在保障合理的劳动报酬方面，《意
见》提出，要制定《快递末端派费核算指
引》和《快递员劳动定额标准》，建立行
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引导电商平台和
快递企业加强协同，加强劳动保障监察
执法。

专家表示，切实保障快递员合理的
劳动报酬，要加强上下游协同，让电商
企业和快递公司之间形成合理的利益
分配机制，保障快递公司的收入，建立
健康合理的上下游关系。

一些快递公司以罚代管，罚款名目
颇多，加重了快递员的负担。 如果企业
一边增加派费，一边增加罚款，那么快
递员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收入难
以有实质性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快
递末端服务业质量也会降低，“不送货
上门”“随意代签收”现象屡屡发生。

对此，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负责
同志表示，一是督促企业认真梳理内部
考核和罚款事项，对不必要不合理的罚
款事由，要该减的减、该调的调。 要遏增
量、减存量、见效果。 二是指导企业完善
考核机制。 当前，快递小哥反映比较集
中的是快递企业不分情况 “一刀切”式
的罚款。 将督促企业完善考核机制，对
恶意投诉进行认真核实甄别，同时要拓
宽快递员申诉的渠道。 三是建立以快递
员为主体的满意度调查队伍。 针对他们
的体验感、满意度定期开展调查，并公
开调查结果，从快递小哥的视角去分析
评价企业保障快递员群体的客观情况，
推动企业自觉地纠正以罚代管行为，保
持合理派费水平。

专家表示，要建立快递价格浮动定
价机制，在合理范围内动态调整，让快
递员真正得到实惠，让其安心地投入到
工作中，增加服务供给，提高服务品质，
促进快递业健康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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