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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量套餐”更名
运营商请少些“套路”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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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错有奖】
亲，如果您发现
版 面 中的错别字（广
告、
专版除外），
可拨打
热 线 0371-65830000
联系我们。
经认定后，
每一处
差错给予最先挑出者
10元手机话费奖励。

近日，据媒体报道，曾被称 但运营商各种蒙人的营销套路
为各种套餐中“忽悠之王”的不 依然不少。
限流量套餐终于“消失”了。在
提速降费已经进行了一轮
被工商认定为虚假广告、遭消协 又一轮，尽管运营商纷纷晒出亮
质疑、工信部也点名批评勒令整 丽的成绩单，但大部分用户的感
改后，记者获悉，上市一年多后， 觉并不明显。提速降费，消费者
重压下三大运营商已叫停“不限 为何缺少获得感？一个重要的
量套餐”的说法，改头换面后亮 因素，就是运营商营销套路实在
相的则是“畅享套餐”
等。
太多，让消费者一次次被忽悠，
实际上，早在 2014 年，美国 难以看到真正的实惠。
就有运营商推出了不限流量套
例如运营商们一再表示不会
餐，同样采用了达量降速的模 “杀熟”，但却在暗地里设置各种
式。而国内三大运营商所推出 门槛，不给老用户办理新套餐。
的不限流量套餐，也不过是“挂 有的运营商会给用户推一些“优
羊头卖狗肉”，超过一定流量就 惠套餐”，但“试用期”一结束，套
得限速甚至停止上网服务。
餐的价格就会悄悄调高……
运营商宣称“不限流量”，导
运营商为了争夺用户，在营
致消费者对网络流量的使用量 销手段上进行创新，本无可厚
大幅上升，而这给运营商的移动 非。但这样的营销起码应该是
网络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 有底线的，遵守法律，尊重消费
此，运营商只能对用户采取限 者权利，让人明明白白消费。如
速，甚至停止上网服务的策略。 果把营销变成了噱头，玩各种蒙
但运营商在推广这个套餐 人的套路，这样的营销其实就是
时，
为了吸引消费者，
以
“不限量” 变相的欺诈，不仅为法律所不
为噱头，而“限速”等服务条款则 容，
更会遭消费者的唾弃。
故意
“小写”
，
如此一来，
给消费者
“不限量套餐”全面更名，这
造成很大误导，花了不该花的冤 是一个积极信号，希望运营商们
枉钱。如今，
不限量套餐改
“畅享 今后少些“套路”，多些真诚，以
套餐”
，
显然更名实相符。
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消费者。
“不限量套餐”虽然取消了，
据北京青年报

教学 APP，
应回归初心
现在，每个家长手机里恐怕
都有一款甚至多款教学 APP，在
享受新式教学工具便利的同时，
烦恼也接蹱而至。近日，家住重
庆渝北宝圣湖街道的林女士向
华龙网反映，她儿子佳佳上三年
级，
每天都需用一款教学 APP 完
成作业。最近佳佳效率变慢，她
觉得不对劲。经检查发现，该款
作业 APP 嵌入了多款游戏，
佳佳
的游戏等级已排到了第一。而
很多任务都要开通产品完成，林
女士说：
“到现在为止，儿子已经
花了一两百块在游戏里了。
”
教学 APP 在教学活动中的
引入是为了提高效率，让教学活
动数据化可视化，丰富表现形
式，这个宗旨一定不能丢了。像
重庆的这种情况，就非常不妥，
APP 是给学生用的，里面的内容
都应该跟学习有关，不应该随意
添加别的功能，哪怕是一些看起
来很健康的游戏，用多了也难免
物极必反，像林女士反映的“地
心冒险”这样的小游戏，听名字
似乎挺健康的，但为了排名，一
些学生就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因
为缺少必要的约束，这样的游戏
时间长了很容易让学生上瘾。
一些 APP 将答题包装成了智力
闯关之类的游戏，表面上看是学
习，说到底是想让学生拼排名拼
时间拼金钱，
动机不纯。
除了内容上的谨慎，还要在
选择上更谨慎一点。事实上，围
绕教学类 APP 的引入一直存在
比较多的争议，赞成者说这是新

的尝试，而质疑者则担心加重学
生和老师的负担。现实情况也
在证明 APP 绝对不能简单地引
入，教学 APP 用得好是教学工
具的有益补充，用得不好也会成
为负担。一些学校要求学生下
载的 APP 过多，造成家长不小
的困扰，使用上也极麻烦，费时
费力；一些 APP 集成程度差，一
门学科一个，为什么不能选择一
些集成度高一点的 APP？那么
多的 APP，挨个点过来就已经挺
费时间了，何况还要挨个做过
去，一些学生除了要完成正常的
书面作业以外，还要完成附加的
APP 作业，导致作业负担加重。
APP 过 多 ，对 老 师 同 样 也 是 困
扰，正常教学活动要管着，APP
也要管着，
搞得手忙脚乱的。
另一方面，
很多教学 APP 内
容雷同、质量不高，不能起到教
学活动的有益补充的作用，反成
了包袱。一些 APP 甚至存在谬
误之处，
还有可能误导了学生。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教学类
APP 还很不成熟，这就需要建立
一个优胜劣汰的甄别淘汰机
制，由谁来决定、审核、把关，这
都需要建立一定的规范，否则就
容易出问题。教育不比别的活
动，对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应该想办法让精品的 APP 脱颖
而出，而不是鱼龙混杂，良莠不
分。也不妨请教育主管部门、学
校、老师、家长一起来参与管理，
让这个市场里有更多的监管
者。
据钱江晚报

教材撤下地动仪：
“求真”
才是对张衡最大尊重
张衡对地震认识应 冯锐本人在论文中也承
与当时的文化水平一致， 认，
他设计模型的基础是
企图用现代地震学知识 现代地震学原理。
去塑造
“地动仪”
，是一种
科学史学者江晓原
“穿越式”
附会。
教 授 指 出 ，既 无 实 物 遗
近日，一则“张衡地 存 ，文 献 记 载 又 语 焉 不
动仪被历史课本删除”
的 详，
在这样的前提下想要
新闻成了热门话题。对 复原地动仪，
几乎是不可
此，人教社回应，地动仪 能完成的任务。
“ 无论复
相关内容确从初中七年 原模型遵循了哪一种原
级历史教材上撤下，
不过 理，在 196 字（《后汉书·
是改编进了小学道德与 张衡传》有关地动仪的文
法治教材五年级上册。
字）记 载 中 都 找 不 到 根
然而，
科学史界主流 据。这些复原模型都未
观点认为，
以往关于张衡 在真实地震中发挥过监
“地动仪”的宣传并不科 测作用，
是否管用尚不得
学，因而在无定论之前， 而知。更重要的是，
即使
从教材中删除地动仪，
也 管用，
也不能证明这就是
是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 张 衡 当 年 的 构 造 和 原
态度。
理。
”
地动仪因被现代地
而且，
张衡关于地震
震学创始人米尔恩、
英国 的认识，
显然也不可能脱
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 离当时的思想背景，
至少
是人类在地震学领域的 达到现代地震学的水平。
首创仪器而得到广泛重
过去我们对地动仪
视，在一般的宣传中，更 的重视，
很大程度上是为
认为它
“比欧洲人发明同 了强调我国古代也有突
类仪器早了一千七百多 出的科技贡献。实际上，
年”。因此，从 1875 年日 张衡本人的科学贡献并
本学者服部一三尝试复 不是地动仪，
而是他记载
原地动仪以来，
各国学者 了浑天说对天文现象的
已提出了不下十种模型， 认识，
还制作了重要天文
可无一令科学史界满意。 仪器浑天仪。他是一位
其实关于张衡地动 多才多艺的古代学者，
是
仪的存在和可能的工作 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承上
方式，
都来自史书上几百 启下的重要人物，
但他也
字的描述。然而，
对于地 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
动 仪 的 内 部 结 构 ，仅 有 局限。我们不能把他想
《张衡传》里“中有都柱， 象成一位现代科学家，
把
傍行八道，
施关发机”
，文 现代科学知识强加于他。
字之含糊让后人无法掌
从王振铎设计地动
握它的工作原理。
仪模型到如今，
已经过去
以前，中小学课本、 了六十多年，
如今科学史
邮票，
包括中国地震学会 界对于中国古代的发明
标志所使用“地动仪”图 创 造 有 了 更 清 醒 的 认
像是科学史学者王振铎 识 。 在 2017 年 出 版 的
在上世纪 50 年代应当时 《中国三十大发明》中，
就
要求设计制作的，
他使用 没有列入地动仪。
的“直立柱”模型已被证
中华民族历史上众
伪。
多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
除此之外，
目前较为 现，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
流行的另一版地动仪复 了巨大贡献，
这正是我们
原模型是中国地震局研 树立文化自信的坚实基
究员冯锐提出的悬垂摆 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原理模型。它虽在实验 越是清醒、
对古代文明的
室经受了人造地震的检 理解越是客观，
这样的文
验，
但同样不曾在真实的 化自信也就越有力量。
地震中派过实际用场。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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