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度重视孩子素质培养的当下，让
孩子学习一两门艺术， 成为许多家庭的选
择。媒体近日调查发现，一些机构抓住家长
心理，组织了名目繁多的艺术类赛事，凡参
赛都能获奖，不少孩子拿奖拿到手软。

看似光鲜的表象背后， 不少家长其实
有难言之隐。 有的机构组织的比赛没有资
质也没有质量，只是冲着钱而来。因此，家
长在培养孩子爱好参加活动时宜谨慎而
为，不可盲目跟风。 图/刘军 文/沂南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9年11月15日 星期五
观点 06

!"#

!"!!! # !" $"%&'()*+,-. #$!% /
0123456789:;<=>?@AB" CDE
FGHI#JKLM"NOPQ#RSTUVW"XYZ
[\]$

^"! & _9:;!'$ `J6,-"($$ aKb"

6cdef" ghijklmn" iopqlTUr
Q"stuvwxylz{|}$

~"! �`^;" ��pm3456�%&_��
�'�yVW"�0�_��X�e���"��l�
�%��l��"����$

�_��"����$
�$�_�"�<O� l¡¢"£¤¥�$

!"#$%&'()*+,-.
!!! "#$%&'()*+,- !"#$./0123456789:;<=7

!" !"#$%&'()*
+,-./01

!"#$%&'()*#+,-./01
(20 ()34567889:;<=>?
%()@A;BCDE, 7F()*G&'
;HIJKLLEMN O()@APQR7
S;TUVWXY,Z[\F]^;_`N

abcdefgTUVWhijk()
34l9DEmnop,qrstuvwx0
yz0{V0|}~��,��1(��-Q
/0���0����~�9������,
!" ����0�����,7����3��
� ,¡¢£�¤¥�¦§N

¨©[abcde;o¤ª«¬®¯
°±²¤ª,¡fg°±²�³�´TUV
WXY�µ¶DEmnop,�´{yw7
·¸�TU1(2hi�TUVW¹qºT
UVWXY~»r,¡¼½(���º¾
����¿Àn"GTUVWÁÂDE�
hi%ÃÄÅ,ÆÇGÈTUVWÁÂXY
�ÉÊËÌÍ,n()*GÇ'Î()@4
Ï7Ðl9DEÑÒÓÔÕÖ×

!# ØJÙ,ÚÛ;ÜÝ�&Þß�ËÎà
¿áâ~ãäVW7åæçèéêëìí;
îïð, ñòó�ôõ2Øé!öìÄÝ
÷,øùúYóûüýè!çþÿ!"#,w
x�sºä�|,k$%Å,D%&'66
Ra(cdeÙ,)*�+,�|}�î-�.
/�Ê{�Ú0Ç'�à¿¹q~12��;
�3ÁX45¡��¢£,61�E7TU
VWÁÂ89:;Ø<=>�?;@AN

a(cdeEdrB $%&CÌ»D,EE
F7G'H1IJY�wxVWhi�TU{
Vhi� yzK�hi� TUVWLM~E
NN Àä,7GO'ÓzP3QEÎ '(·�
N,R7S�T*GzPUYÇ'VW,XÙ
'( YZ[\]T,Ñ#�^�9ÁÂ,x_
zTzP`Ô,ab·�*Ggc3ÁmN

2345678*9:;<9=>
d;®1Ñ%, eÇ'/fgG�(

)*G��hie,köjQ/�1(2��
���Îã·@4:kl�, DE()@
4�¿m@4,no9pq ,éV9ö�N

rstÓug;1(2vD�ÔN wb
xyz{|�}~;P���,��@EG
�3Á1±N rsa��7;7��Y1(
2JY5�RqG#�,f�7���*Q
�3n��;��ô�1(2Îf*��
��Ôô�v��n��;�ÜÊ{1(

2XY��V�N
����, qG�8à�VW�� �

qG�8JYVW¡� ¢RrslH,r
s£;¤âÎà¿áâ1(2·�5R�
¥¦§N Àä,Ç'ærs|�* ©̈qGª
) �«�PØJs»(2* ©̈qGª ! �¬�
�®¯°Ø�|�srs(2�hi*
©̈qG¬ ! �VH¬~±8XY²³'´N

µ�¶·¸ô,µW¹º»y¼!N
R£½�£¤¾,q¿Û½�Û¤¾;�

yÎÕÀÁ,P¨NÂhä�eÃ,ÄØ^
Å,Rq�ÆlÚDE;Ç¨ØÈ,E $*+&
ÉÊËærsØ�VWXYÌN

ÍÍÎÉ,ÌNØ�VWXYÏXÐÑ
Ò &* ÓÔN Rg,-#./ 0*+1 qÕØ�VW
MDÖ1emÙ,rsØ�VWXYÌ×Ø
Ùng0*+1 ÉkÚtDEÛÔÌNmN ÜÉ,
ÌNÝ£ÞxØgrs£7�áâYß½D
EàáNmÎgrs£1(2XYÌm,â�
ãÔRqGØ�VWXYÌ*�ã#�N

äårsØ�VWXYÌ,RlÚÇ¨

N; !& Ì»àðæ, çéVC�èsÝX
YÈ�gP¨(émÎØ�VWêë,½ßX
Yì£íJY +0+ �,î*Ç¨JY &2 �,
ïðñò�óô��s»(õ~JYè¾ö÷
¶� wx<ø� ùú(2ûü¶ý 3$**45
fÙèOÇHæP¨þ1(2v���1(
2Êº*¨� q¿|�*¨ÌNáâÿ�r
sØ�TU1(2XYDEÓ!à"~N

g&�# $*$& É,Ø�VWXYÌ¡ã
7ÏXÐ &** ÓÔ,Ù$%& !& ÓÔ,ÑÒ
£'WY(� +* C8N mrsØ�VWXY
Ì£')*�E+N

, $*+) *GØ�VWXY1e,#
$*+2 rs£Ø�VWXY1e, -# $*+1
1(2TUVWhicde, -# $*+6 q
¿TUVWXYGÈcde,3 ÉäU,P¨

g.óm1(2/Ø�VW¬�Ý,0DÐ12
K,#K34N

?@A@*BCDE
5�,P¨N½�N¤6ÁDæ7q¿Û

P¨N89Ç'7�@X:áâYl9ß
½NjÔqÛ^ËY�µ¶DE;ã´»
;<, »;*4=Ñ%, e>1>g1(2
/Ø�VW¬XYN

?@»;eÃ,P¨N¡AãgP¨(
Bm�G�Ø�TUVW*¨q¿XY²Ø�
Ø�VWêë~XYÌÍN :CMEXYì
DE,FGØ�VWHIMDhi,ÕÀw
xÁÂ�ÇÞVWJI/578¬ÁÂ¯¸hi,
kÏTU1(2��KkØJ1(2��Ô
LM1(2Ç'º¿mhi,ÊË1��
��hiSKÎ1Ø�VWhiSKN

»;OÑ%eVHP¨N1(2XY
QN,OPMQ¤â(2ÛS,fÛSRX
Y,f(2RXY,SÏÎnoØ�VWT
gJY 9& �fÙN R�hÚÛäT1(2
ÌÍ�97�|}ÁÂ�KU�VáâÎW
æyz�Øµþÿ�X�578���/QY�
~��� ÑÒ,éVXYß½�ìZ¦[�
¨`\4�]{l�;1(2/Ø�VW¬X
Y½ßàáN,Ô^RqGØ�VWXYÌ
*_`#�N

DE1(2/Ø�VW¬XY,P¨_)
aN

P¨bçÓ_), únq¿;s1c,
dÓg�e¬7Efmgh;gi7Efm,[
q¿j@4;gk¢`lm,sÓZRmno
S;gq�ÆEfm,[q�Æ�ÛlÚ;p
qr,q�ÆÚÛs;Î9*¨�RN tN
�æuÓG�vq¿P¨w /̧xy¬XY
Ì,G�v�ÔLMáâXYÌ,z{½ß
>q£ 1":;TU ; Ø�VWJUY|�,
\}~¡n1(2ºØ�VWXY;DE
ÑÒgÓÔ;ÕÖN

OÓ�¨N�YJY�%���;5
!<<< ��Ø,ìÄÊËq¿g¬i�m���
gP¨(�m,� DEf1(2�Ø�VW�
����no;�ÁÂ7�áâY,ZRB
�kÏÇ'óô����P¨3ÁXYÌ��
���XYÌ���EâXYÌ�Ø�VW
êë~���åN

ãÔP¨����,ÜÉÙ�É,P¨
Nã7ØN@XÏÐ 320=1! ÓÔ,À�pq
6=<:N 9>6 ���¦V7�à¿&�&C
9<61&92 CÔ,À�pq 0=0&:,@4��`
�q¿ÛæiN#�N

¼!ç!�P¨R¯,()*Güq¿�

��pm3456�¦§¨$

>?@ABCDEFGHIJKLMN

($)% �01©3456C89:
; !! # !" $AB$

向秋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 围绕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
标，明确提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
总体要求、基本内容，并对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作出重要部署。

“爱祖国高于一切。”爱国主义教育是每一
个中华儿女的人生必修课。实施《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大主题， 激励全体国人上
好堂堂爱国课，滋养拳拳爱国情。

爱国主义教育课，要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爱
国主义是中华儿女最自然、最朴素的情感。对每
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
之所系、情之所归。对祖国的热爱，既源自一个

人的自然情感，更需要实践养成。如果缺乏有效
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之“爱”就可能失去温度、
消弭能量。作为全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面
向全体人民，突出教育的群众性，尤其要坚持从
娃娃抓起， 让爱国主义在孩子们心中扎根、开
花、结果。

爱国主义教育要突出鲜明的时代主题。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
国主义的鲜明主题。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
爱国和爱党 、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实施爱国
主义教育，要区分层次、区别对象，引导人们深
刻认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坚定认识到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
富强的根本保障和必由之路，以坚定不移的信
念 、真挚的情感 ，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一代代传承下去。
爱国主义教育需丰富载体。爱国主义教育，

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主阵地。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和形式很丰富， 不一定局
限于学校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
基地，国旗升挂、国徽使用、国歌奏唱礼仪，重大
纪念活动，爱国主义精品出版物，传统和现代节
日，自然人文景观和重大工程，都是丰富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 爱国主义教育要注
重体验式教育，让人们把对国家之爱融入日常、
付诸行动，激发爱国主义教育正能量。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要用生动有效的
爱国主义教育，调动和引导人民群众培养爱国之
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向着既定的目
标坚定前行，推动各项事业绽放新的光彩。

林喜洋 杨启定

日前， 衡阳市委机关停车场扩建并
率先对外免费开放， 进一步带动市直多
家单位相继开放停车场 ， 为市民提供
2000多个车位， 这一举措获衡阳市民点
赞。

“民生问题无小事， 群众利益大于
天”。扩建、开放停车场，看似微不足道，
却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 直接影响着群
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也正是这些
民生事项，成为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国家
长治久安的基本元素。

“民之所望 ，施政所向 ”。近年来 ，
衡阳市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提高执政
能力的重要抓手 ， 处处从民生角度出
发 ， 抓好抓实农贸市场新建和提质改
造 、停车位划定 、道路修缮 、垃圾处理 、
厕所改建 、棚户区改造 、社区 “三清三
建 ”、义务教育 “大班额 ”化解等具体细
项 ， 充分体现和诠释了务实担当和民
生情怀。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

声”。解决民生问题，就要俯下身子倾听
群众心声，牵挂群众冷暖，把群众牵肠挂
肚的小事、迫在眉睫的急事，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从小处着手，在难处发力，以求
真务实的作风来认真解决好。

民生福祉，作于细而成于实。在解决
城区停车难问题上， 衡阳市委主要负责
同志多次深入大街小巷实地调研问计，
梳理问题，商定对策，促使一个月内市区
新划增停车位6003个。 这也从一个侧面
说明，只有用心、用情、用智，把就学、就
医、就业、住房、乘车、社会保障、生活环
境等这些最能传递民生温度的细微项
目，不折不扣、扎扎实实地落实好，切实
做到“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
末必去”，才能交上一份人民满意的民生
答卷。

“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发展与民生
是一个有机整体，民生与发展，犹如鸟之
两翼。发展决定民生，民生影响发展。用
长远的发展眼光抓民生，既尽力而为、又
量力而行， 就可以走出打通民生保障与
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路子。杨玉龙

“双十一”的购物“战果”还在递送当中，国
家邮政局发出警示，因为庞大的快递件数量，不
法之徒可能趁机作乱，借助快递设置陷阱，侵害
消费者的权益。

这绝非危言耸听。温州乐清市的李女士接到
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快递小哥”，直接报上了李
女士和她公司的完整名字，说自己投递时把李女
士的快件弄丢了，要赔等值的钱给李女士。李女
士没有怀疑，按照对方要求扫了一个二维码后还
进行了一系列操作。不久，李女士就收到一条短

信通知：银行卡里的200多万元被转走。
正如专家警示， 快递诈骗无外乎就是不法

分子利用购物者的网购信息， 通过分析勾勒出
消费者大概的身份信息， 加上伪造商品质量有
问题需要退换货或需要补加邮费、 包裹丢失等
理由，骗取受害者的信任，以此牟利。

于消费者而言，面对可能出现的快递诈骗，
首要的一点就是不贪，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此
前媒体就曾报道过，谎称中奖诈骗，消费者会收
到陌生快递， 里面仅有一张宣传单和一张刮奖
卡，打电话去确认，骗子就会以手续费、交税、公
证等各种理由要求汇款。同时，也应提升互联网

安全意识，比如，凡是要求扫二维码、发送验证
码的须慎之又慎。

当然，相关部门面对新业态也要加强合作，防
范快递诈骗，并对其依法从严打击。比如，做好相关
骗局的警示，提醒消费者注意。公安机关与银行方
面建立电信诈骗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
制，消费者一旦发现被骗，可立即撤销转账。电商平
台及快递企业也应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消费者个
人信息安全，让此类诈骗没有可乘之机。

快递诈骗升级， 也在倒逼快递更加规范发
展。比如，按照《邮件快件实名收寄管理办法》的规
定，不但寄件人需要出示身份证、在邮件上写清
姓名地址，快递公司方面还要开包检查核实快递
物品。这也意味着，如果快递公司能够一板一眼
按规操作，就能减少快递诈骗案件出现的概率。

让爱国主义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 民生天大事 更究细与实

杨维立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
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提出16条具体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对于
故意高空抛物的， 根据具体情形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伤害罪或故
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处罚。

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件不
断发生，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不
用重典，无以治乱象，法治的威严也无从
体现。《意见》明确，对故意高空抛物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伤害
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 针对侵害人难确
定的老问题，最高法强调，要明确区分高
空抛物和高空坠物， 对于高空坠物构成
犯罪的，也要依法定罪处罚等等。这是切
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维护
民众“头顶上的安全”的体现。

针对高空抛物行为，《意见》 明确界
定了不得适用缓刑的多种情形： 多次实
施的；经劝阻仍继续实施的；受过刑事处
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 在人员密
集场所实施的。 从而增强了刑法打击的
精准性，提高了震慑性。针对一些人对于
高空坠物行为是否追究刑责的困惑，《意
见》强调，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

人死亡、重伤，依照刑法规定定罪处罚。
违规生产、作业，从高空坠落物品，发生
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的，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这显然
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止高空坠物致人伤亡
悲剧的发生。

惩治是预防的前提条件， 预防是惩
治的必然要求。《意见》 既勾勒出清晰可
辨的严惩路径， 也释放出将预防和惩治
相结合， 加强源头治理的强烈信号。《意
见》的一大看点，就是明晰物业的责任。
此次《意见》不仅强调了物业公司向法院
提供证据的责任，而且明确物业公司“不
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或者法律法规规定、 相关行业规范确定
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义务，造成建
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
致使他人损害的，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
承担侵权责任”。换个角度看，这是在引
导物业公司积极采取措施， 预防高空抛
坠落事故，营造安全宜居环境。

期冀借助这次最高法出台《意见》，潜
在不法分子能感受到更大震慑， 知敬畏、
知收敛，守住法律底线。同时，也希望各地
物业公司补齐管理、制度上的短板，切实
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和广大业主一起，共
同编织起防范高空抛坠物“安全网”。

切实维护公众“头顶上的安全”

谨防“双十一”后快递骗局

新闻漫画

“大奖赛”泛滥
盲目跟风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