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山东省党政代表团
马不停蹄，在广东、浙江、江苏
学习。这次“取经”之旅在省内
引起高度关注，山东人民期盼
以此为契机，真正把广东、浙
江、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
验好做法转化为山东的生动实
践。

组织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
代表团赴南方学习，在山东虽
然罕见，但是并不意外。早在今
年年初，省委书记刘家义就在
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动员大会的讲话中多
次提到山东与广东、江苏等南
方省份的差距，并向与会的领
导干部发出号召，“都要有坐不
住、等不起的紧迫感，都要有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机感，都
要有勇于担当、造福山东人民
的使命感。”这次，党政一把手
率团“取经”就是要“眼见为
实”，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危机
感和使命感，同时把三省的好
思想好经验好做法学到手，转
化为推动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
设的磅礴动力。

说实话，“取经”不是最难
的，不需要经历“八十一难”，毕
竟三省在很多领域中“先走一
步”，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
验，与之相比，山东的差距是比
较明显的。代表团成员在各自
的学习印象中也指出了差距所
在，“取经”之旅可以说是收获
满满。之后怎么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实践成效，将是考验全省
干部群众的一道难题。

从行程可以看出，代表团在
三省的学习不是走马观花，而是
直面山东的痛点和短板，进行有
针对性的学习，比如在广东学习
城市CBD建设、乡村振兴、海洋
经济，在浙江学习美丽乡村建
设、“放管服”改革、互联网经济，
在江苏学习新型工业化、体制机
制创新。学习先进，不只是为了
开眼界，更重要的是赶超先进。
在改革开放迎来四十周年之际，
山东改革大动作频频，体现出了
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的决心
和勇气，接下来需要以实际行动
做好工作再抓实。

既然是带着问题去学习，

就要聚焦问题抓落实。新旧动
能转换、乡村振兴、经略海洋等
是山东当前面临的几个重大任
务，也是检验山东学习标兵省
份的“试金石”。经验学到手之
后，必须加快机制体制再改革，
加快工作作风再转变，要防止
一些人只是把改革写在纸上、
停在嘴上，说得多、做得少。看
到问题，找到方法，就要雷厉风
行抓落实，不能有“庸懒散慢”。
对于那些“取经”和“传经”之后
仍然不作为或者慢作为的领导
干部，“该打板子的打板子，该
挪位子的挪位子”，营造实干有
功不干有过的氛围。只有如此，
山东才能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的竞争中重塑辉煌。

“取经”归来要雷厉风行抓落实

反思“防癌之旅”别限于人傻钱多

□毛建国

近期，一则海外旅游还能
进行“防癌抗癌治疗”的短信
陡然出现在不少市民的手机
上。这种防癌之旅价格不菲，
10天的行程需要花费46 . 8万
元人民币。如果是癌症患者人
群到瑞士治疗，费用则会更
高，达到上百万。一位三甲医
院健康教育人士指出，“绝大
多数癌症在全世界都还没被
攻克，怎么防呢？根本不可能。
要是真能预防，那国外著名医
学杂志早就刊登了。因此，如
果现在有人说可以输液防癌，
那都是骗子。”

太阳底下真是没有新鲜
事。5月初，某网站刊出10分钟
视频，记录几个中国富豪前往
乌克兰某细胞治疗中心接受

“胚胎干细胞”治疗的经历。这
组“保鲜针”需要花费60万元，
而一次“防癌之旅”需费近50
万元，看来这条路上永远都不

缺少后行者。
“保鲜针”的新闻曝光后，

曾引发了对国人科学素养的
集中性批评。专家明确指出，

“胚胎干细胞不可能直接用于
人体注射”，而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周
琪更是表示，这让人想起了几
十年前声称能治百病的“鸡血
疗法”。对于“防癌之旅”，也有
专家明确表示，“说可以输液
防癌，那都是骗子”；而在有些
网友看来，在这种低级骗法面
前倒下，只能说是“人傻钱
多”。

不必讳言，当下国民科学
素养还是一块短板。正如周琪
院士反思“鸡血疗法”时所讲
的，时至今日，除了留下“像打
了鸡血一样”的俗语，还留下
了以愚昧替代科学、以经验替
代实验的恶劣风气。在“防癌
之旅”上，多一些科学常识，就
会少一些上当可能。科学素养
的缺失，也就是有些网友口中
的“人傻”，再碰上“钱多”，便
成了一些人的商机，造就了屡
见不鲜的“健康骗局”。

提高科学素养，是刻不容
缓的事。但是，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不少人实现了财务自
由，再加上西方医学也确实在
某些方面存在领先之处，有些
人对“保鲜针”之类的西方“医
学神话”产生了一种宁信其有
的想法。在“保鲜针”注射者之
中，就有一些人讲，“只要没有
副作用就可以”，“哪怕只有一
点点效果也值了，如果没有效
果也不会说出去。”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一
个美好的社会也容不下半点
虚假。对于“防癌之旅”，既然
知道是假的，那就不能有“周
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
愿挨”的想法。杜绝“防癌之
旅”骗局的产生，有三个办法。
一是提高科学素养，尽量减少

“人傻”的存在空间。二是发展
医疗科学，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让人们不再需要

“跨越大半个世界去看病”，而
是以优质医疗资源吸引全世
界的病人来中国看病。三是打
击虚假宣传。

“防癌之旅”的宣传，是通

过手机短信投送的。这种虚假
宣传，看似是新情况，其实是
老问题。有关垃圾短信泛滥的
问题，早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高
度关注，为什么问题始终不能
解决？还有一个细节是，湖南
警方近日打掉一个公司化运
作的、从事海外医疗诈骗的犯
罪团伙，经警方初步核实，该
案受害人达1700多人，涉案金
额竟然高达6 . 5亿元。这么大
一起案件也是在提醒，必须高
度重视这种新型犯罪，不给

“医疗谎言”任何存在和传播
的空间。

“人傻钱多”更多是一种
情绪化说法，口头快感之后
其实是一种相互伤害。因此，
反思“防癌之旅”别限于“人
傻钱多”，而是应该拿出实实
在在的办法，精准出击，重点
布防。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坚
持不懈地提升科学素养和医
疗水平这两块短板。但这无
疑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
程。当前更应该做的，还是第
三点，切断“海外就医神话”
的传播路径。

“疯狂暑期培训班”更像一种合谋

泰国旅游产业

风险管理没跟上

7月6日，泰国旅游胜地普
吉岛发生伤亡惨重的游船倾
覆事故。就事故而言，最该指
责的，无疑是“不顾警告”顶风
出海的涉事船务公司、旅行
社。但也应看到，背靠着旅游
地旅游风险管理不尽如人意
的大背景，该事故也对泰国旅
游危险系数形成了某种佐证。

今年6月，英国恩兹利保险
公司刚将泰国列为全球最危
险旅游目的地。面对严峻的旅
游安全形势，泰国旅游管理明
显跟不上。首先，对部分旅游
景区有组织犯罪控制不力，

“南四府”和泰缅边境地区治
安问题是“老大难”，即便较安
全地区，旅游景点扒窃率上升
问题也长期得不到控制。

其次，部分明显存在安全
隐患的旅游项目长期“灰色存
在”。此前中国游客在泰国屡
遇甩团事件，“游船惊魂”也早
就不是新闻。许多打着“泰国
旅行社”旗号的“地接”，其实
是改头换面的中国机构、个
人，还有些当地来路不明的企
业、个人“打擦边球”。

泰国是东南亚交通事故
最多、事故死亡率最高的国
家，其背后是相关法规执行不
力，肇事处罚轻描淡写。此次
事故中，尽管泰方事发两天前
就发出大风大浪警报，港口却
并未采取得力措施阻止游船
出港。

管理松懈不是没来由的：
首先，泰国自两次亚太金融危
机以来，将旅游业当成对冲国
际经济风险的“保险池”，2017
年接待外国人数竟冲到3500万
人次大关，相当于泰国总人口
的一半，快速膨胀的旅游压力
导致管理政策、资源和硬软件
严重“跟不上趟”，系统性安全
隐患叠加。基于“踩刹车”会影
响本国经济的顾虑，当地又很
难实现管理上质的提升。其
次，泰国是自然灾害高发地
区，灾害应对能力却不足。

对泰国来说，普吉岛翻船
事故是种提醒：旅游安全形势
改善，不能只是暂时、局部、有
限的。而对中国国内游客而
言，也宜从自身安全考量，多
些风险预见性，多具备些避险
能力，绝非多余。

（摘自《新京报》，作者陶
短房）

□冯海宁

暑假正式拉开帷幕。按
说，放假是孩子放松休整的好
时机。然而据《人民日报》报
道，杭州一位妈妈花费半年工
资，给孩子报了11个暑期培训
班。在时间安排上，从期末考
结束一直持续到8月29日，全
程无空当。每天都被划分为上
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用
来安排不同的培训班。

这位妈妈之所以在暑假
期间给孩子报11个培训班，主
要原因是孩子今年下半年即
将升入六年级，面临着“小升
初”的竞争压力。这位妈妈称，

“感觉周围太多牛娃了，一比
就觉得女儿和他们差距大，所
以暑假都要补”。也就是说，担
心自己孩子“小升初”竞争不
过其他牛娃才要疯狂补课。

这种暑假安排计划给人的
第一感觉是，家长很累，孩子更

累。家长除了为此支付数万元
培训费，很可能还要花费时间
和精力陪孩子上各种培训班。
从孩子角度来说，这个暑假要
参加11个培训班，每天上午、下
午和晚上三个时段都被各种培
训班“捆绑”，坦率说，这个暑假
不叫放假，叫培训。

当然，由于这个妈妈还给
孩子报了两个夏令营，孩子可
以在此期间放松一下。但笔者
以为，“给孩子报11个培训班”
仍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既折
射出“小升初”被人为扭曲变
成“竞技场”，也再次印证不少
家长存在恐慌式“抢跑”和“追
赶”思维，这种现状应当引起
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一律
实行“就近、免试”。教育部也
曾三令五申禁止任何形式的

“小升初”考试，以保障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平等入学权。然而,
部分知名初中，无论是公立的
还是民办的，都暗地里通过各
种方式选拔优秀生源，这就造

成家长恐慌式“抢跑”。
部分家长恐慌式“抢跑”

思维其实从孩子两三岁或者
四五岁就体现出来了。比如提
前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让孩
子提前了解和学习小学阶段
的部分课程。当部分孩子上小
学低年级时，家长就让孩子提
前学习高年级的知识。有的孩
子上小学四五年级，就通过各
种培训班掌握了初中知识。

笔者的孩子正在上小学，
班级里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孩
子，即所谓牛娃，基本上都是
提前掌握了正在学习的内容。
杭州这位妈妈也坦言，“女儿
班里的一个学霸，已经把初中
的课程都快修完了”。正是因
为部分家长让孩子提前“抢
跑”，导致其他家长不得不“追
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当然，很多培训机构为了
赚钱，通过各种宣传加剧了家
长的恐慌情绪。尽管相关部门
正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超纲
教学”“提前教学”等乱象，看
上去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没

有消除家长的恐慌情绪，部分
家长仍然对“提前教学”有需
求。如何消除家长恐慌情绪，
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另外，很多学校为了业
绩，老师为了奖金，也在变相

“逼”孩子参加培训班。因为成
绩、升学率现在是评价教师和
学校的主要指标。比如说，有
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学校
老师约谈其家长后，家长只能
通过报各种培训班来提高孩
子的学习成绩，孩子课外时间
基本被培训班填满了。

这就是说“给孩子报11个
培训班”不完全是其家长“制
造”的，而是大环境所造成的。
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为了在

“小升初”竞争中上一所理想
的学校，不得不“追赶”。而牛
娃的家长也担心被其他学生

“追”上来，也给牛娃报校外培
训班以保持优势，这种恶性循
环亟待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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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葛试说新语

学习先进，不只是为了开
眼界，更重要的是赶超先进。在
改革开放迎来四十周年之际，
山东改革大动作频频，体现出
了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的
决心和勇气，接下来需要以实
际行动做好工作再抓实。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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