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也 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观点 05

!!"#$%&'()*+,-./"

! " #$%

!"#$%&'()*+,-./0'
1234*5678*9:;<=>%?@
A'BCDEFGHI

JK* LMNOPBQRESTUVVVW
XYZ'[\]^_`ab*cdefg8
'hijklmnoplqrstluvw
xlyz{|}~����K�I

�5$������5�I U�� !"#$
$ % ������=����>��UO�
�'��*��d9:��R ¡¢�£¤
¥U¦§P7¨©�ª���Pn«¬�>
?�U®w¯]I

5$WXP°¡±²³t'´µP¶
�>?�UP··,�̧ ¹U'º»I

&'()!!!*+,-./0
¼¢½|¾l¿�À=ÁPÂÃ %&' ÄÅ

':;¿¾PÆ�ÇW-¿³È>%l-¿
>%lÉ¿>%Ê3%&PKË�ÌÍÎÏ
'>%��¾I

ÐÑ�>?�H:;¿¾ÒÓÔP5ÕÖ
J×Ø'ÙÚ�;HÛÜ�d¯ÝÞÓ�ßI
Îà'áâã�l äå'æç©TPB;UÛ
èÊÕéÔêëKìPíîïðñB>?AU
òóôõö'÷øP�ùðñB9:;úû>
?�üPû>?�üÉ9:;UI

ýñ:;¿¾þÿ�!PLe"¾#$
%&¨['(l)¾*+,-l./01,
2'3ÚÌÎ45P6K7�',5889
:;<'¯Ý=al5>>?@AJ'tB
CDI

«òEF³tGHIJ|K$ôLM
'®wNOP9:�P��®QRSl/TU
VlW0XYlZS[/H'\]P^_ò:
;¿¾`an«bë®wPå/ZS½|¾

( ³>cFdel->fghiel�jkl
lmklnok�peÊkHI

®wWqÉP fghi,5rås¾
eI WXPtÅuvÌ5'%&wxt�Py
z{|}l~3l5���'�Ú�tP��
I�j��'-¿>%��ÌÓI ���{
��F���"��ëP �sR�q�P�
s����{�¯Ý�'/0��I

7�>%�H�£�P���->=�5
<'e9��P �Ó� ¡¢£¤��É¥
òË'É<¦§P RS¨'fgh{©éà
9ª<P «ú'¬®¯°�«�±²³J
´µP5¶·YG¸y=s¹úPý)º»¼
½n¾!RSP ¿5g¾ò«ÀYÁ¬'

�ÂKÃHº»½Ñ)¨PÄÅÆ²Ç,¬ÈI
É�ÊÇ�>?�H'ËÌ�Í2P�R

ÎÏ«H':;¿¾Ð·ÑÒÓ�ÔÕ9:
'%&�©I

5ÖÅ×P-¿³È>%½FdØn\
Ù\¯P Ú5·Û[ÑtËÜ\�ÑÝÞ
%) $7ßFd¤àP á±�â$EF'ã
äKåæ5�jkP¯ç:<lè�Gé'/
0�ê�ëì[íPiîÂï·làðñò
úPó·ôõö÷løù`úvûlü[ýþ
'ÿ��!""

��n«®w./l�ªq�¨©P+#
$���hl%&Kå/ÌI H��d:;�
d¯]'(")¦§Ä*+�,q³-.
/&P:;¿¾RS0/Ì1P23,¾«l
�ú4+5]Î6P5hi7¤>'89ú
s:;³ti!xnI

�´7ôPhi,:;¿¾5>�<=HI
���:;¿¾��>�Ë?'�@AHÉB
C�ôP9:�W0�¾hiQ4P!õlD
�Ë?l�Ë?lÄh?E³RQ¾FGØI
HIP5rJi'�?ãi�H�EF³tG
J|5Kä'�j�!ÉPLM�!I

&123!!!4546478
Nã'OPAPQRSTÃTP&UÑ'

VWXYP�fZ5[w\I ]]ÁWXP¨
-<^lmì�_`a"bcde'fgP
hRR55+,iõj�Dk'�lm¨HI

l�ÌLDõP5mmn�K¢'¯Ý
lmopPWXq,588ß(|JI

¨-r�st�>?�HG9:;¤�u
v�wM�xPyz9:i�â{|l}~�
i�¨-½|lfg|P�,�;�P>%
�ØI �$PtÅh���fP����PÌ�
!õ�K]�P��J|t�����{I

���EFfS��'��q�P �O
R�|t��P> !"*% $¢P9:��Ë¨
-r�bë®w,qP>�\���d�lV
�� ¯ÝI X$P¡,¢ÓR^�¾¯]l
£�w�lV��©ltBwCl¤zÓa¥

>,qP¦§Üßâ¨5r�õ©fpHI
eWn«¬ª£�P� +)) «¨-tB

ìX¬ÎØì®I ¯ñQwCl°±
,qztB¶ê¯]Ì²¬P³´µ¶
·Ó¨-P-ÉÜ¸]¹tBº»P-¼
½¾´¾¿PÀLQÁ0Y¤I

ÀtÂP�Ã-HÄÅ5Æì¬ÆÇ¼
'�tB-HI Ì�HÈPfg¾l->¾} +
r�¾É,iÊ¨P¨-¾¾Ë¯]Ë�Ø
ìP5Õ;¬ÌlÍJÍz'tBwCð
È�_ÎìÜI

HI'¨-�ÏPÜ·7ÁõÐ·�ó
ÑÒWÓ5ÔÕ'%&I Ö�×Pt,9:
�>ØÙÚRÛ'�"�V�HbÜPÝaV
�ÌVÞPbë2ÃRSlYZßzàá�
â|ãäI

�Ì�q�Æ��Pt��åôå�I H%
� *%æP â{|ç`2Qd�¼è>vP7
+'¦ ,é êëúd«ìíF'||�îï
ðñ`I 5�ò�>V>¯HRSóD'ôõ
úP9:i�l}~�i��ª" -' öG -!
öß(|J�å÷½tHPì�<�óW©/ø
ùz'�ú0ÄûHPJ|üÓ²õ>>ý;I

�þ|Ü'�dP�d0'þ|I HÿôP
¯ñ¨-r�!"¸Æl#0ì$Pt�5
È'º>³tG�%P÷²Tl&�T'¸
Ì²�ªI

9:;<!!!=>?@ABC
Ú()*æP>��dÉM+,�>?

�H'Ø-.)Äh?Ñ/012PÌ13
4ld|�+�>?�H5D3[l6�78I

�[9Ó%OPØnÌ5Â�I Hô³-
¿>%'�:t';<Ìä��Ü=zP=
z>fPÕ?5�>?�H�P@5�6�7
8P5�Tj>%�å¯åÃI

��ABEF³t��'C%l øzl
t�q�P5$�PD.>��©RSl:;
¿¾bë®wl�ÖqE�FRl:�¾¿G
)¯]lHI>�¯]l:;���JñKL

i,qlNM¾�©RSlN�NOÁßi¯
]lwM�x¹%¯]lu��©�PGtB
¬Î *)>+�QR,STÿ`,I

�È�OP9:��4lÄxlhUl,
ylVWXlhi} !$ Õ¾dLë�Ë�>
?�H�d4CbëwCPiWY�d�lh
iZxld[q�Zxl·Ë\ l]^_
?l5¯,�l�`¯]l4)lzB}®wP
0B0ab;<;Ã'�>?�HcÚI

ÈóPÚfPÜ" *))u.ýõd5:;
¿¾lD.>�Gefµ¾l½|¾lJ~-
¾l½�¾}ås¾eP-¿³>ÖÅ×l-
¿>%gE¾ÔlÉ¿>%?@ì.�Ó/h¾
}ås)/`aæ04CliõG�ÈI

jz�dÆ0P5gE¾ef5=Âk
�'l.m�¢"TnI�7�P�dÔe0
"EÜEÂ'Â\o·ËPpq�rÌ1I H
³�>?�HbëwCR^7ôP@Ì�TÅ
õd�·Ë\o>�s1Põ!�¾«tu
vw�Ç1·ÇI

�>?�H�d4CbëwC,5Õ4
Ó,qPxsy 5�l]�z¤Pt59:
�ã&�{�EF©l ³t�d||}~
©P�Jcì]�I

% � *% æP9:;<=>%?@��d
4CbëwC�|}���Ë�Ë5� 
�º��!I È¨Pô³E�6¾dGi�
'�`õdP 7zÊ3EF'>%t|}
~PiW|}~�Ë]�5�bëwCP�>
?�H'5�5ð²õ¡y�bPtB�Ã
G/W�Ãæ7á±I

�æ>%�PL�±²%~7úÃ�
'���hI Iæ�>?�HP¡7q�W
Ãlab5·lZx�JlzBYZlu�
ÍJ'�¢��P��ñÿô�É<�Ã
>%�H';�I

!
"
#
$
%
&
'
(
)

0
00
'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
A

DEF/GH

!" ! #!$%&'()*+,
-./01234567"89#:
24$;"<=>?@<;A% ;"
B!CDE-.FGHIJKLMN
OP!QRS:1234TUVWX
YKZ[\]N^_`a!QRS2
3bcNIdKefghijNk
l!QRSmnop&q4r]!st
uvwbx% @y!z{|}~�7
" �����!���"#9��KX
Y���'&#9bcKih���'&
#9q[K���N�'%�����
;�% !!"#"

$%&'

()*

+,-.

戴先任

6月25日， 由国家禁毒办和阿
里巴巴集团共同举办的全国青少
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上线
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一平台选
在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前夕上线 ，
有深意存焉，体现了国家对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的重视。

青少年心智尚不成熟，又充满
好奇心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容易
受到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在一些地
方， 甚至有青少年以吸毒为时髦，
并以此炫耀。要保护好青少年免受

毒魔侵害，就需要加强禁毒宣传教
育，增加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与
能力。

国家禁毒办创新 “互联网+禁
毒教育 ”思路 ，与阿里巴巴集团合
作开发建设的全国青少年毒品预
防教育数字化平台 ，具备 “教 、学 、
考、评 ”功能 ，将宣传教育 、课堂教
学 、 评估考核和互动体验融为一
体。国家禁毒办表示要利用这一平
台 ，打造宣传禁毒政策 、传播禁毒
知识 、 推广禁毒教育经验的新载
体、新阵地、新平台，有效提高广大
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
字化平台上线，意味着青少年毒品
预防教育能够更便捷地走进课堂、
走进家庭，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毒品
预防知识 ，增强他们对毒品的 “免
疫能力 ”， 从而补上教育部门 、学
校、家长不同程度存在的毒品预防
教育短板。

当然， 要让全国青少年毒品预
防教育数字化平台真正 “上线”，发
挥出应有作用， 必须避免其成为摆
设。因此，要做好这一平台在各地中
小学校的推广应用， 要以平台为载
体，先让毒品预防教育上线，再让毒

品预防教育深入线下。
而另一方面，要看到近年来青

少年涉毒者比例持续上升的原因，
除了毒品预防教育相对滞后，也与
毒品犯罪仍然处于高发期、禁毒形
势仍然严峻有很大关系。 所以，要
阻止毒品入侵校园、 毒害青少年，
除了加强预防教育，更应从源头上
遏制毒品犯罪，同时严厉打击针对
青少年的毒品犯罪。

全社会应当合力为正在拔节
成长的青少年营造 “天下无毒”的
良好环境 ， 让青少年远离毒品侵
害，中国的明天才会更美好昌盛。

余明辉

暑期临近， 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景
区门票价格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有专家
指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已成为阻碍中
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早就提出要求：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门票下
降，其直接和间接成效不胜枚举———不
仅可直接激发更多的旅游消费，还可以
倒逼旅游业上档升级，以及提升我国旅
游的国际形象和竞争力等等。 正因为
此， 这是国家和社会都非常期待的趋
势。但目前国内仍有很多景区对门票经
济深度依赖，短时间内很难实现景区的
自愿降价，更难实现降价常态化。

但就我国旅游产业发展亟须上档
升级的现实来看，这又是一个不得不为
的事情。如何有效推进这一进程？当然
需要通过旅游经营产业链延伸、丰富景
区盈利渠道等来实现；也需要通过改变
经营思路，破除景区门票经济依赖症。

破除景区门票经济依赖症不应一

蹴而就，而应在统筹管理的前提下根据
景区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有序推进。就
现实而言，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有序
实现国有重点景区门票降价，从而带动
全社会景区门票降价。首先，相关部门
应制订国有重点景区门票降价制度和
规则，引导景区合理降价；其次，尽量让
社会力量参与监督， 赋予旅游协会等部
门、机构、组织类似公益诉讼的权利，可
从第三方更公正、全面和中立的角度，对
降价不及时、 不到位景区发起公益降价
提醒和建议；再次，对重点国有景区降价
成效的判断，要引入第三方监督和评估
机制，确保降价监督及时、到位、有效。

上个月，国家发改委在其官方网站
开设了“我为建立完善重点国有景区门
票价格机制建言献策 ”专栏 ,请社会各
界围绕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规范价格秩
序、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等提出
意见建议。期待有关方面能够借此机会
回应民意，确保“门票有效降价成常态”
真正有效落地，搬开国内景区门票依赖
症这一旅游业发展“绊脚石”。

木须虫

“刚刚修好没使用多久的景
观带和马路，现在又要扒了重新
弄，到底有没有必要？” 日前，深
圳市南山区后海滨路及中心路
景观提升工程开始施工，不少市
民对该工程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南山区城管局局长张玉庆表示，
该提升工程将暂时停止施工，会
对这些意见进行反馈。

为了改善城市功能、美化城
市景观 ，改造在所难免 ，但刚刚
修好的景观带和马路又扒了重
建显然不妥 。仅仅因为 “不够美
观”， 用透水沥青路面代替透水
地砖 、灌木换成草坪 ，理由并不
充分，而且“朝建夕毁”违背了公
共设施功能与年限的基本考量，
涉嫌导致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

该个案折射出了城市公共
设施建设、改造项目立项及资金
使用的随意性。公共设施建设应
当是在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的前
提下兼顾审美需要，而非盲目追
求“高配”，更非单纯为了美观或
者满足特定审美取向而建造“奢
侈 ”工程 。这不仅因为有限的公

共资金与资源需要更高效的配
置，更是因为谁也没有权力浪费
公共资金，政府部门也没有理由
引领 “竞奢 ”的不良风气 。事实
上，再富有也经不起“毁新建新”
豪掷千万的折腾与浪费。

这一现象非孤例。一些地方
大搞形象工程和重复建设，多年
来饱受诟病 ， 虽然近期有所收
敛 ，但依然具有惯性 。公共设施
建设与改造的合理性边界在哪
里 ？谁来把关 ？制度性 “刹车 ”的
缺失，显然仍在使一些建设成为
“权力任性”的“油门”。

避免 “折腾式浪费 ”的治本
之道，仍然是把建设与花钱的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一方面要建
立完善公共设施建设与改造的基
本规范、 决策程序和审查听证机
制，保证城市建筑和公共设施的基
本使用年限，约束建设项目可行性
的裁量空间，并用程序制约随意决
断，用“共识决策”规避盲目决策；
另一方面，应完善公共支出权力的
限制和程序化的约束，强化项目预
算和公共资金支出合理性审查，遏
制随意花钱的冲动，给“折腾式浪
费”设置制度的“双刹车”。

戴先任

近日，一则“熊孩子”在电梯撒尿的
视频广为流传，“虎妈”知道后，没有打骂
孩子，而是在业主群内道歉，孩子更是写
下检讨书，并主动打扫电梯一个月。

10岁左右的孩子闹点恶作剧、搞点
小破坏，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作为孩子
监护人的家长，大多能认识到孩子恶作
剧影响了他人甚至侵犯了他人权益，理
应为此道歉并承担相应责任。但也有少
数家长“护犊情深”，不仅对孩子采取听
之任之的“放养”方式，面对他人质疑还
常以“孩子太小”为由搪塞。有的家长甚
至面对别人的好意劝说暴跳如雷，为自
己孩子的错误行为辩护，甚至纵容孩子
继续“熊”下去。

正如人们常说的：每个“熊孩子”背
后都有一个“熊家长”。孩子有一些顽皮
天性，问题并不大，但家长不能纵容孩
子恶作剧下去，对其不良习惯要予以及
时纠正。如果放任孩子“熊”下去，就会

失去纠正孩子恶习的最佳时机，甚至让
孩子认为自己的恶作剧是正常的，反过
来更加“激励”孩子变本加厉。而孩童时
的不良习惯对人的影响很可能是一辈
子的，不督促其纠正不良习惯，很可能
会害了孩子一生。

所以，这则新闻中的“熊孩子”家长
的表现就可圈可点。孩子母亲不仅没有
护短，也没有简单粗暴地处理这件事情，
如打骂体罚孩子， 而是选择引导孩子做
有意义的事情———写检讨、 为电梯打扫
卫生，切身感受保洁员的不容易，充分认
识自己的行为给公共生活带来的负面影
响，从而积极主动改正不良习惯。

这位 “虎妈” 的教育方式堪称教育
“熊孩子”的教科书式样板，具有示范价
值，值得很多家长学习。对待“熊孩子”，
不能纵容护短，要坚持原则，要多一些耐
心和积极的引导。 在孩子性格养成的关
键期，所有家长都应予以足够重视，争当
合格、优秀家长，不要因自己的马虎、蛮
横与任性让孩子偏离人生成长的正轨。

“鼓励用户积攒运动步数 ，进
而获取相应的奖励，最终来带动商
品人气”，记者采访调查发现，这种
营销手段被不少商家“青睐”，催生
了刷步器的热卖。

生命在于运动。当下，“健康中
国”的号角已经吹响，运动已经越
来越成为全民风尚。但我们不要忘
了，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身心

健康，刷步器纯粹只是商家促销的
一种噱头，与运动无关，更与健康
无缘。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耽于“刷
步”而忽视了真实的“走步”锻炼，
否则为取小利而“刷步”，就不仅有
“丢了西瓜捡芝麻”的意味，更在无
意中掉进了商家预设的陷阱，最终
只能涮了自己乐了商家。

文/宛诗平 图/朱慧卿

“门票稳中有降成常态”
亟须顶层设计

应把“折腾式浪费”
关进制度的笼子

让“平台”补上
毒品预防教育短板

这个“虎妈”
教育“熊孩子”的办法好

“刷步神器”涮了自己乐了商家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