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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贷”里陷阱多
美容咨询10分钟，贷款3.5万

元，反悔要扣1万元违约金；拿身
份证拍个照、签个字，不仅免费做
美容还能拿小费，最终却发现倒欠
6万元信用卡债；网贷3万元用于
美容，到手仅500元……“校园贷”
之后，一些中介和美容机构又瞄上
了学生们，推出了“美容贷”。

暑期，学生美容、整容的高峰，
然而，由于其涉世不深，往往被中
介和美容机构视为“猎物”。“美容
贷”看似便利，实则暗藏“陷阱”，高

昂的提成往往让顾客损失惨重。
对此，爱美者必须擦亮眼睛，切莫
被“免费”“优惠”等字眼给迷惑，更
不要轻易泄露身份证、银行卡等重
要信息；同时，监管部门要及时发
力，从严整治。这正是：

学生暑期忙整容，
美容贷里多陷阱；
一时不慎钱财尽，
是真是假要辨清。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 张成林

近日，大学生“花钱买实习证明”
的新闻，引起人们广泛热议。而据本
地媒体报道，我省部分高校也存在类
似现象，有的学生为了获得学分，选择

“铤而走险”，在实习证明上动起了歪
脑筋。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实习证明
只需 60 元就可买一份，甚至还能“私
人订制”。而对买来或者伪造的实习
证明，学校大多并不深究。

社会实习、社会实践，是高校的一

项硬性学习规定，原本是为了让学生
更多地接触、了解社会，将所学知识更
好地运用于实践，以达到教育“知行合
一”的目的。然而，这一良善初衷却因
为各类伪造现象的存在而大打折扣。
殊不知，伪造的证明换不来真实的经
历。一些大学生一方面感慨于就业的
不易、入职被骗的悲哀，而另一方面却
在该提升能力的时候无所作为，甚至
不惜伪造材料，实在让人痛心。

不过，实习证明伪造，除却学生自
身原因外，学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当前，随着大学的扩招，学生人数
越来越多，每年毕业生达数百万，毕业
生求职尚且不易，更不要说时间短、本
领弱的学生实习了。有时即便勉强找

到实习岗位，也多是端茶送报、材料整
理的简单工作。对此，学校不能不察。
然而，纵观各个高校，却鲜有为学生主
动找寻实习机会者，其结果导致考核时
只看一纸证明、不看实践过程的尴尬。

学生伪造，学校不查，社会实习这
一有益规定，在“你好”“我好”中逐渐
变味。事实上，除却实习造假之外，当
前高校里的不少学习规定也在遭遇如
此尴尬。就拿最重要的课业考核来
看，每一科考核时，成绩为60分的学生
多有人在，60分意味着什么恐怕学生
们都心知肚明——虽然学习不过关，
但老师还是给了“人情分”。试想，任
课老师对学生成绩尚且如此“宽容”，
又怎能倒逼学生对学习高度重视？

再举例来看，不少教师抱怨现在
的学生学习不积极、应付，这固然跟学
生学习状态有关，但再看看当前的高
校教学，有多少教师依然抱着多年前
的讲义在一成不变地重复；又有多少
教师“身在曹营心在汉”，或是忙于拉
项目、搞科研，或是忙于校外兼职、做
生意，教学反倒沦为“配角”、成了副业
……诸如此类的现象充分说明，一些
高校对教师、教学的考核、管理出现了
偏差，这些问题同样引人深思。

大学教育曾经灿烂辉煌、备受称
赞，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批高、精、尖人
才。而现在，从上课点名，到实习造
假；从平时不学、考试突击，到不顾学
习、忙于兼职……诸多问题直接影响

到大学的人才培养。近日，华中科技
大学出台新规，本科生学习不努力可
降读专科，无疑是对大学“严进宽出”
现象的有力回应。然而，单靠“本降
专”显然不够，只有从学生和学校两个
维度深刻反思、深挖问题，才能焕发出
大学教育新的光彩。

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其
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未来。大
学生实习造假现象，折射出部分高校
在教学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期
待各高校能正视社会呼声，以此为契
机举一反三、深挖细查还有多少校规
在打“折扣”，还有多少教学实践在跑
偏走样，并立足实际，及时解决，给学
生们营造值得一生感恩的大学生活。

还有多少高校校规在打“折扣”

去年8月开始，上海虹口区在全区
212个居委会全面推广“全岗通”机制，
让居委干部提升综合能力，达到“一专
多能、全岗都通”“一人在岗、事项通
办”，以此推进管理现代化、精细化。
在推广“全岗通”的同时，也制定了相
应的评议考核机制。全区组建了由32
名退休居委干部组成的“全岗通”居委
督导团。（8月20日《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
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干
部虽说“官”不大，却直接面对群众诉
求，处在服务群众最前沿的位置。当
前，在不少居委会，干部之间往往分工
明确，相互不串条线，居民反映问题，
要来来回回跑，很不方便，影响居委会
整体工作效率。

面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
工作局面，居委会要在“提质增效”上下
功夫，“全岗通”无疑是可圈可点之举。
所谓“全岗通”，就是让居委干部提升综
合能力，达到“一专多能、全岗都通”“一
人在岗、事项通办”。如此，老百姓办
事，就不会顾及分管业务的人在不在，

或者在岗的人能否办成事儿等。
就实践来看，“全岗通”的推行，让

待在办公室里接待的人变少了，从而
让更多居委干部能够腾出时间，走家
串户深入居民，提供“上门服务”。这
就实现了既“减负”又“增能”的效果。
实践也证明，“全岗通”使工作人员从

“单面型”转为“全能型”，让居民办理
居住证、低保等事项“不跑第二趟”。

事实上，越到基层，老百姓对干部
队伍作风建设和职能部门履职效能越
关注。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的
组织者、推动者，唯有适应社区治理的
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创新工作方式，
才能真正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
而“全岗通”可有效推动居委干部突破

“板块障碍”，成为“办事能手”，做居民
身边的“贴心人”。

当然，“全岗通”作为基层治理的
一项好举措，也需要上级的支持，比如
在业务上加强培训，让居委干部吃透、
掌握各项政策；同时也应在减负上下
功夫，倘若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把
工作任务都层层分解到社区居委会，
这无形中会加大他们的工作量，更会
助长敷衍了事、应付差事的作风。因
此，居委干部“全岗通”，需要各方齐心
合力共为之。 （杨玉龙）

给基层群众办事
不能停留在文件上
吕梦琦

记者日前在基层采访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部
门承诺过的通水修路、环境改善之类涉及民生的
基础工作，却长期“趴窝”在文件里，迟迟落不了
地，群众意见很大。而有的当地干部则解释称，资
金都用来“保重点项目”了，只能将这些“小事”先
放一放。

当前，整个干部队伍工作作风和状态都有了
巨大转变，赢得了群众赞誉。但一些基础工作长
期“趴窝”在文件上的现象暴露出，仍有少数干部
工作作风改得不真、不实，离群众要求、期待仍有
不小差距，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有些涉及群众民生的“小事”虽然琐碎，却是
个人的大事，也是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最直接体
现。群众对干部满不满意，首先是看这些“小事”
解决得好不好。身为基层干部，服务一方百姓，如
果只顾着搞政绩工程，给群众办“事”的承诺只停
留在口头上、不见诸于行动，时间长了就会失去群
众的支持。

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不能只在会
上脸红出汗，也不只是个人材料中的自我检讨，
而是要真正问需于民、排忧解难，让群众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服务，并以此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群众的好口碑才是最大政绩，时刻以人民为
中心才是好干部。为民谋利要从细处着手，落到
实处。广大干部要摆正发展观、政绩观，将群众冷
暖置于个人得失之上，用心用情为群众办事，抓好
每一件事关群众利益的小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正是党和
政府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观，才凝聚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攻坚
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要捍卫来之
不易的发展成果，需要继续维护好群众利益，筑
牢群众基础，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才
能战胜各种挑战。

“全岗通”是基层治理好举措
@人民日报：难道强制购物游真

的“打不死”？记者暗访长城一日游时
遭遇宰客，导游要求游客，“使劲买，别
抠抠搜搜”。强制购物一日游，坑害了
游客，败坏了首都形象，备受诟病，为
何能长期存在？哪怕被严打后，仍会
卷土重来。只能说这个灰色行业充斥
着太诱人的利益，也反证出打得不够
狠、惩处欠力度，运动战难有长期效
果。试问：如此宰客何时才能杜绝？

@新京报：“车子不敢撞”，就能占
机动车道跳广场舞？近日，安徽某交
叉路口，大爷大妈有恃无恐跳广场舞
引发争议。车子不敢来撞人，就能占
着马路跳广场舞？是非已很明了，集
结在对老年化社会“不适症”、老人精
神赡养缺位、健身场所匮乏等问题上
的讨论，也该回到个案问题具体分析
上。就此事看，交警、城管等职能部门
应及时介入，制止、驱离占道跳舞者。

@中国青年报：性教育核心是培
养隐私观念！近日，“南京猥亵女童
案”引发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父母日益
关心“儿童性教育”这一话题，而性教
育的核心就是帮助幼儿、儿童、青少年
建立自我边界，培养其隐私观念。自
我边界的建立，不仅只在性教育中才
会涉及到，事实上它存在于日常家庭
教育的方方面面。

产业代表：东方鸿发渔民专业合作社
销售电话：13976356322（高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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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年平均气温在 25℃左
右，日照充足。温暖的气候条件下，
从江河入海的淡水和咸水交融，交
融处养料丰富，这片海域非常适合
铁甲鱼生长。

铁甲鱼有补气补血的功效，是东
方人十分喜爱的下酒菜。2015年中
国（海南）国际海洋产业博览会上，东
方铁甲鱼作为优质海产品参展，受到
岛内外客商青睐。而在东方人记忆
中，铁甲鱼是一道有家乡味道的佳
肴。“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每次父亲
给我们改善伙食，都是干煎一条铁甲
鱼，切成三段给我们三兄妹吃。”在八

所开出租车的王昌红告诉笔者，铁甲
鱼价廉物美，味道很好，以前是家里饭
桌上的常客，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各
种海鲜大餐吃多了，但对于铁甲鱼的
那份记忆中的味道，一直萦绕在心头，
永远也忘不了。

东方市东海路一家酒店的负责人
符文强介绍，铁甲鱼的做法有干煎、炖
汤、清蒸等多种，在所有做法中，属干
煎最为地道。煎鱼前，将铁甲鱼去除
内脏洗净，切成小段后，再用料酒腌制
15分钟左右，热锅热油将鱼煎至两面
金黄，食用时，再沾上一些佐料，满口
都是浓郁的鱼香。

铁甲鱼干：东方渔产业新名片

铁甲鱼，学名大甲鲹，因其
外皮坚硬，如铁甲负身而得名。
我省西部滨海城市东方市，拥有
80多公里海岸线，7个天然渔
场，渔业资源非常丰富，渔产品
种类丰富，但东方人对铁甲鱼却
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2016年，东方市启动“品牌
农业创建”活动，铁甲鱼干作为
唯一渔产品，被列入东方市重点
打造的“十大农业知名品牌”之
一。两年来，东方市通过加强宣
传推介、引导渔民抱团成立合作
社、鼓励渔业企业进行铁甲鱼深
加工等方式，不断提升铁甲鱼干
的产业化程度，努力将铁甲鱼干
打造成东方渔业产业的一张新
名片。

黄昏的眼眸，被渔人的橹桨撑开，
夕阳余晖笼罩下的渔船，停泊在波光粼
粼的海面上……八所港的黄昏，是不少
诗人眼中的美景。每天傍晚，当渔船归
来，港口码头上的海产品集市总是热闹
非常，新老东方人提着菜篮子来到这
里，挑选新鲜的海货，准备回家做上一
顿佳肴，犒劳劳累了一天的自己。在鱼
贩的小摊上，铁甲鱼和铁甲鱼干是最常
见，也最受老百姓喜爱的。个头不大，
一斤新鲜的铁甲鱼售价在8元至12元
不等，买回去炖汤或香煎均可。铁甲鱼
肉质扎实、淳厚，像极了东方人朴实大
气的性格。

“我们东方人对铁甲鱼情有独钟。”
沿着一条水泥路，走进位于八所镇东港

路附近的一栋四层楼的民房，放置在院
子里的冷库首先映入眼帘，楼梯口的一
台烘干机，是加工铁甲鱼干的主要工
具。女主人高明霞一边剖鱼，一边与笔
者聊起了她与铁甲鱼的故事。

今年46岁的高明霞是东方鸿发渔
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合作社生产的

“多鑫”牌铁甲鱼干，目前通过网络销售
公司，卖到了全国各地，成了“网红”产
品。高明霞的老家在八所镇港门村，家
里祖祖辈辈都靠打渔为生，她从15岁
开始，就跟着家人奔波于八所镇的各个
集市卖鱼，对铁甲鱼十分熟悉。

铁甲鱼在市场的零售量很大，正因
为看好铁甲鱼加工的市场前景，2012
年，高明霞和亲戚朋友成立了东方鸿发

渔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有社员 15
人。合作社和一个广东籍的船老板长
期合作，以确保有稳定的鲜鱼供应。为
了保证铁甲鱼的新鲜度，高明霞专门购
置了一个冷库，存放从海里捕捞回来的
铁甲鱼。

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
加工铁甲鱼的工作量又大了起来，高明
霞专门聘请了几名附近的村民，前来帮
忙剖鱼，按一斤0.5元支付加工费。除
了将自家的铁甲鱼干销往省内的超市、
商店，高明霞还专门找来一家互联网公
司进行合作，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销售东
方“多鑫”牌铁甲鱼干。据高明霞介绍，
目前该合作社的铁甲鱼干每年销量在
2万斤左右，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东方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除了
铁甲鱼，还有红鱼、马鲛鱼等80多种
鱼类，然而，因为品牌建设起步晚等原
因，东方的渔产品一直没有对外打开
市场，长期以本地消费为主。2016
年，东方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品牌农
业创建”活动，通过产业化、标准化的
模式，围绕热带水果、冬季瓜菜、海洋
渔业、畜牧业、花卉产业等主导产业，
重点打造东方黄花梨、火龙果、乳猪、
香薯、菊花、甜玉米、凤梨、绿萝、黑山
羊、铁甲鱼干等“十大农业知名品
牌”。铁甲鱼加工产业，加快了发展的
步伐。

“铁甲鱼比较能够代表我们东方
的特色，所以我们把铁甲鱼纳入了十
大农业品牌来打造。”东方市海洋与

渔业局局长吉家德介绍，这两年来，
海洋渔业部门支持相关铁甲鱼生产
企业、渔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铁甲鱼加
工，扶持他们设计好品牌标识，制作
精美的包装盒，把东方的铁甲鱼干推
销出去。省内外举行的大型展销活
动，东方市有关部门都要组织铁甲鱼
企业或渔民专业合作社前往各地进
行推介展销。

从零散的小作坊加工，到规模化
产业化的工厂式加工，从本地消化，到
借助电商平台开拓市场，在东方市委、
市政府农业品牌创建政策的支持下，
东方铁甲鱼干产业，正在一步步走山
正轨，发展壮大为一个特色新兴产业。

（本版策划/周月光 图文/安明）

干煎铁甲鱼风味独特

政府扶持产业越做越大

铁甲鱼加工前景广阔

铁
甲
鱼
干
。

东方鸿发渔民专业合作社生产
的“多鑫”牌铁甲鱼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