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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怎成敛财径

■ 方桂琴

7 月 14 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发布公告，公布了《关于命名
2015-2017周期国家卫生城市（区）的
决定》，海南省海口市等 69 个城市
（区）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区）。与
此同时，我省澄迈县、乐东黎族自治
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的县城被命名为
国家卫生县城（乡镇）。

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建成一批
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目标，海口、
乐东、澄迈、白沙四地创卫成功，拿下

国家卫生城市（县城）的金字招牌，向
省第七次党代会交出高分答卷，为我
省国家级卫生城市再添新兵，也为该
市县再添新名片，无疑是一件“普大喜
奔”的美事。这一荣誉，是对上述四地
近年来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充分
肯定，也是对四地全体居民默默付出
的最好回馈！

我们要看到，这一荣誉得来不易，
是上述四地全域动员、全民参与，投入
巨大人力、财力、物力背水一战才取得
的成绩。曾几何时，上述市县也曾是
主要街道乌烟瘴气，背街小巷污水横
流，一些老旧小区垃圾遍地，老鼠苍蝇
肆意横行……城市脏乱差不仅令外地
游客嗤之以鼻，本地居民也不堪忍
受。正因如此，各市县纷纷痛下决心

割瘤去痼，一场场以创卫为契机的城
市管理革命，迅速赢得最广泛的民意
支持。以海口“双创”为代表，海口市
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和看
得见的干部作风转变速度，以及最广
泛的百姓参与度，才使得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最终实至
名归捧回国家卫生城市的招牌。

我们还要看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我们争创国家卫
生城市，最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卫生城
市的创建，切实提高全体居民的环境卫
生意识，提高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治理的
能力，为居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
境。在我省各地卫生城市的创建过程
中，不仅城市卫生环境得到了极大改
善，城市居民的生活陋习也得以改变，

城市居民的文明素养也得到了极大提
升，我们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
广大居民共建共享美好城市环境。

我们更要看到，国家卫生城市的
创建成功，不是我们创卫的终点，而是
我们不断改善城市卫生环境的新起
点。我们要看到，国家卫生城市几乎
已成省会城市的“标配”，我们在创建
上已经落后于人，因而面对成绩不能
自满，更不能有所懈怠。我们还要看
到，国家卫生城市的招牌不是一成不
变的，守住这一荣誉也不会是一劳永
逸的。我们“集中火力”背水一战，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尚且不易，想要打好
旷日持久的守卫战，守住国家卫生城
市就更加艰难，如果长效机制跟不上，
环境卫生问题就极易出现反弹，国家

卫生城市创建的成果也会毁于一旦。
对我们而言，国家卫生城市既是荣誉，
也是要求，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对准

“国标”，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更好的状态，一如既往地抓好城市卫
生管理工作。

面对成绩，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
更要善于转化成果，要将创卫经验推
广到文明城市创建等城市管理治理工
作中来，要把党员干部创卫的工作作
风延伸到城市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
一鼓作气，再创新功。只有我们不断
巩固创卫成果，把创卫工作规范化、程
序化，使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才
能使国家卫生城市的金字招牌永不褪
色，使美好新海南流光溢彩，使人民幸
福生活更美好！

以创卫成功为起点建设更美城市

■ 董璐 席敏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
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但记者近日在采
访中发现，一些干部热衷于“彗星式”
调研，为人民群众所诟病。

何谓“彗星式”调研？一位乡镇
干部说得好：省里下来个分管副厅长
调研，市里要安排副市长陪，副市长
叫上副局长，副局长又拉上业务科
长。到了县里，再加上县委书记、县
长、副书记、分管副县长……一进村，
人连成一串、车排成一队，从头到尾
望过去，可不就像拖着一个长长尾巴
的彗星？

“彗星式”调研的出现有接待陋习
作怪，更是干部底气不足、作风不严的
表现。这些干部吃不透中央精神，不
了解基层情况，面对基层问题既下不
去手，也开不了口，就想拉熟悉情况的
下级“壮胆”，没想到下级也要“壮胆”，
这样一层层“壮”下来，“胆”有了，却生
出长长的“怪尾巴”。

“彗星式”调研是典型的形式主
义。中央一再要求干部下基层要轻
车简从。而此类调研阵势大、架子
足，让群众不知所措，严重影响干群
关系和党的形象，必须坚决摒弃。否
则，长此以往，恐助长迎来送往之风，
更会把实情挡在“线”外，造成做决
策、定政策和基层现实不符，与群众
利益无关。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不是成
群结队蹲地头摆姿势，更不是七嘴
八舌表功绩比表现，干部要读懂、吃
透中央政策，带着发现问题的眼睛
下基层，细观察、深思考，捞“真鱼”、
捞“活鱼”，通过调研最终找到解决
问题的办法。

从根源上斩断“彗星”尾巴，领导
干部必须练好调研的基本功，增强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拿出务实管
用的调研成果。同时，要把开展调查
研究作为增强党性、锤炼作风的过程，
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真
正把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形成“接地气、听实话、有实效”的调研
新风。

干部调研要斩断“彗星”尾巴
这样的“小温暖”
不妨更多些
■ 周仕兴

校长在3天内为7183名毕业生
一一授学位、拨流苏、合影，蹲下拥
抱残疾学生……广西大学近日举办
的“马拉松”式学位授予仪式，暖意
融融，获多方点赞。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给一位
即将入学的残疾考生，发出一封
饱含深情的“家信”，字字呼唤，
声声叮咛，情真意切，读来令人
动容。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所
大学放下象牙塔之“高”，对学子
如孩子，尊重包容，温情以待，在
学子心中留下的美好无疑是长远
的，甚至将伴随其一生——这是
任何一堂课都无法替代的育人效
果。我们常思考高校如何立德树
人的“大”问题，其实“小”处即可
见精神。

（摘编于7月16日《光明日报》）

恶作剧玩具
别等作恶了才重视
■ 范子军

近日，有市民称在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种用来
进行恶作剧的“电击玩具”，这种玩具被包装成口
香糖、签字笔、握力器的形状，而实际上人们在使
用时会被电击。（7月16日《北京青年报》）

危险玩具“牙签弩”上月曝光后引发的喧嚣舆
情尚未彻底平息，恶作剧电击玩具又进入公共舆
论视线。这些电击玩具有的瞬间电压很大，甚至
会达到500伏以上，虽然放电时间很短，对健康的
成年人来说，一般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对于心脏病
等疾病患者来说，可能会是致命一击，对于身体、
心智发育尚未成熟孩子来说，也可能会留下心理
阴影，风险不容小觑。

生产、销售这种恶作剧玩具，满足了极少数消
费者“整人”寻刺激的心理，跟备受诟病“牙签弩”
没有什么两样。市场和网店销售的电击玩具大多
都是三无产品，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生产商和
经销商已认知这类产品的使用风险，因而刻意躲
避监管，规避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责任。对此，买
家、玩家和相应的职能部门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今，“牙签弩”在舆论围剿之下被责令下架
了，“电击玩具”又将如何收场？

虽然国家对这类电击玩具并没有禁止销售的
规定，但安全性一直都是商品合格的一项硬件指
标，对日常儿童消费品尤其如此。“牙签弩”、“电击
玩具”之类的儿童玩具明显存在安全隐忧，又大多
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无论从保护消费者安全
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规范商家合法经营的角度来
看，对于此类使用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相
关部门都理应进行最严格的监管。

儿童危险玩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此，
相关监管职能部门不能总是“后知后觉”，任其畅
销无阻，等到恶作剧玩具“作恶”了才予以重视。
监管执法要彻底打破被动、滞后的怪圈，而不能总
是在舆论曝光、聚焦或者产生严重后果、引发社会
反响之后才姗姗来迟。

据媒体报道，近日，陕西省数百
名大学生利用暑期参加爱心支教活
动，到达支教地点后才发现，主办方
非但没有相关资质，竟然还开起收费
性质的辅导班。记者调查发现，这些
大学生参加的所谓“陕西爱心支教联
盟”背后，是一家商业机构。事发后，
西安市部分高校发布文件，提醒学生

“不要参与到此类组织中”。
一头是一腔热血、志愿爱心支教

的大学生，被欺骗成为个别公司敛财
的“免费劳动力”，一头是渴望知识、
暑期坚持补习的中小学生被以支教
名义收费辅导……受损的不仅是大

学生的热情，还有学生家长的补课
费，以及义务支教这一公益活动本
身。骗子“欺大骗小”，无非是利用两
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这正是相关
教育部门亟须改善的工作。对此，我
们除了要加强监管，建好“防火墙”，
更要做好沟通对接服务，做好支教供
求的中介。这正是：

一腔热血去支教，
被骂骗子把名盗。
两头受骗皆无辜，
监管防线需筑牢。

（图/闵汝明 文/饶思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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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4岁开始学国际象棋，已
经学棋3年，请问波诺马廖列夫大师，如
何让孩子一直坚持下棋？”7月14日，在
儋州夏日广场举行的大师与棋迷见面
会上，一位家长提问。

波诺马廖列夫，乌克兰选手，5岁开
始学棋，18岁获得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他告诉这位家长：让孩子坚持下棋，最
好的办法是持续激发孩子的兴趣，帮助
孩子不断提高棋艺，让孩子感受到下棋

的乐趣。
“请问丁立人大师，您下棋20年，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一位来自儋
州的小棋手问。

丁立人是参加本届超霸战等级分
最高的特级大师，等级分达到 2783
分。他告诉小棋手：“最大困难是输棋
之后非常难过，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每
次输棋后，我都总结教训，重新站起来，
迎接下一场战斗，正是因为不断总结教

训，棋艺才不断提高。”
提问环节结束，十位特级大师与近

300位少年棋手举行车轮战。来自儋州
那大第三小学的赵方正小朋友幸运地被
分到他的偶像——特级大师奈迪茨一
组。比赛中，他认真思考每一步棋，每次
大师走到他的棋盘前，总要多停留一
会。车轮战结束，赵方正找来一本国际
象棋谱，请奈迪茨大师签名，并与他合影。

赵方正已经学棋3年，进步很快，在

全省等级分赛中得过冠军。他父亲赵
晋雄说，孩子苦恼的是找不到高手指
导，今天能与世界冠军下棋，是一次难
得的学习机会。

十位特级大师与少年棋手车轮战
时，夏日广场另一隅，国家体育总局棋牌
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国家队总教练、国
际象棋特级大师叶江川与10位国际象
棋爱好者、10位中国象棋爱好者同时进
行车轮大战。10位国际象棋爱好者，叶

江川轻松应付；全省挑选的10位中国象
棋爱好者，却让他遇到了“麻烦”，最终以
5胜2和3负的战绩完成车轮战。

7月15日，为期4天的2017年全国
国际象棋青少年棋王棋后赛揭幕，来自
北京、福建、广西、海南等省市区的近
200位少年棋手，汇聚儋州海航新天地
酒店，展开九轮争夺战。

海南省国际象棋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刘月清说，本届国际象棋超霸战，

十位特级大师巅峰对决受到业内关注，
系列活动丰富有趣，让广大棋迷觉得过
瘾，也让儋州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据了解，本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
霸战已经战至第七轮，年龄最小的韦奕
颇有黑马之势，连战连胜，等级分进入
世界前15名，目前占据积分榜首。 本
届超霸战将于18日决出冠亚季军等名
次。

（本版策划/撰文 周月光 图/舒晓）

儋州国际象棋超霸战好戏连台

与偶像见面、
听大师讲棋、与大
师过招……这几
天，儋州国际象棋
超霸战好戏连台，
全国数百国际象
棋少年爱好者实
现了梦想。

7月9日至18
日，“海马福美来
杯”第八届中国海
南儋州国际象棋
特级大师超霸战
在儋州举行，主办
方策划了系列有
趣活动——大师
棋迷见面会、大师
双棋车轮战、全国
国际象棋青少年
棋王棋后赛、大师
讲棋等活动，让儋
州成为全国媒体
关注的焦点。

儋州市第七届中小学、幼儿园国
际象棋联赛颁奖仪式。

2017年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棋
王棋后赛。

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叶江川与10位国际象棋爱好者、10位中国象棋
爱好者同时进行车轮大战。

参加中国海南儋州第八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的大师们，与300多名小棋迷展开车轮战。

国际象棋大师与小棋迷展开车轮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