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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教育使不得

孩子开心、家长安心
离不开监管尽心
■ 吴振东 潘旭

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网传
视频中，保育员拍打、推搡孩子，并强迫孩子吞食
疑似芥末的物体，观者无不感到愤慨。目前，涉事
人员已被园方开除或停职处理，其中3人被警方
依法刑拘。

记者了解到，携程公司为方便职工子女入
托，曾开办过内部托育中心，但因缺少“行政
许可”被叫停。此后，在上海长宁区妇联牵头
下，携程公司向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旗下

“为了孩子学苑”购买托育服务，成立了携程
亲子园。《现代家庭》杂志社的主管单位为上
海市妇联。然而，长宁区教育局表示，“为了孩
子学苑”并没有在教育部门备案，不是正规教
育机构。

企业在没有办学资质的情况下，根据实际需
要，通过政府机构牵线购买社会化服务来安排员
工子女托育，解决其后顾之忧，是通过市场化手段
实现幼有所育的有益探索。

据权威机构预测，在全面二孩政策推动下，
到 2021 年我国幼儿园缺口将近 11 万所，幼师和
保育员缺口将超过 300 万人。就全国范围来
看，通过市场化、社会化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
给，弥补公办学前教育的缺口，无疑是一个行之
有效的办法。

孩子的事无小事，新路可以探索，监管必须
跟上。政府相关部门为企业牵线时要有充分的
责任心，推荐具备办学资质的托育机构，并在办
学全程实施有效监督。企业自身和教育、卫生、
妇联、工会、消防、安监等相关部门和组织应各
司其职，确保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模糊认识，不留
模糊地带。

幼儿托育是一件需要拿出爱心、责任和专业
水准去全情投入的民生大事。政府相关部门在推
动实现幼有所育过程中，尤其要做到负责任、有担
当、敢监管，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 张成林

互联网是无形的、虚拟的，但运用
互联网的人却是有形的、具体的，且庞
大的。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
调，要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
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随
后，中央又着重提出，要推动十九大精
神进网络。此举充分反映了新时代网
络工作的重要性，也展现出我们党与
时俱进的互联网执政思维。

具体到海南，各项工作也积极向
网络延伸。11月1日，海南省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网上学校正式
上线。网上学校意在通过“PC端+移
动端”双平台，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推
动十九大精神在海南全覆盖。11月5
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省属主要新闻
媒体调研时，不仅认真观看了十九大
期间展示海南发展成就的新媒体产
品，而且点赞网上学校，要求高度重视
网络传播阵地，努力把网上学校办得
越来越有质量，越来越有吸引力。

透过这一个个具有引导性的事
件，我们不难看出，善于运用网络了解
民意、开展工作，日渐成为领导干部的
一项必备素质。当今时代，网络互联，
尤其移动互联，已经成为大趋势，如同

一张巨网，笼住万千个体，极少有人例
外。“可以不回家，但不能不上网”“我
不在办公室，但在网络上”等调侃语，
充分反映了当代人与网络如胶似漆的
亲密关系。面对如此情形，政府工作
又怎能轻易撇开网络？

“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
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
既然老百姓上了网，政府工作也要积
极上网。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是我们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做
好这项工作，就要积极入网。网络无
边界，传播起来迅速、快捷、覆盖范围
广，而且既然入了网，就不能老古董式
地照本宣科，必须要综合运用声、色、
光、影等多种手段，进行多媒体传播，
这无疑让十九大精神更加入脑入心。

一触网便是一个新境界，这对于
其他政府工作同样适用。近日，万宁
普降大雨，多处受灾。暴雨肆虐中，却
有一个个温馨故事在网上流传——基
层党员在没腰积水中背着老人转移、
市政人员在瓢泼暴雨中不停挖掏管道
垃圾……暴雨无情，把群众困在不同
角落，但网络却似一条条无形纽带，将
雨灾中的群众紧密连接起来。一个个
感人故事让群众意识到，自己原来并
不孤单，有这么多人在和自己一起迎
击暴雨。

不过，从另一个维度看，网络具有
开放性、包容性，网民来自四面八方、
五湖四海，在缺乏约束的环境中，部分
网民的喧嚣聒噪，往往会造成断章取
义、无中生有等舆论现象，有碍利民工

作的开展。政府部门及时入网、及时
发声，不仅可以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还可以借助网络开放特性，让更多群
众了解政府当前的工作所向，从而形
成舆论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
圆，凝聚前行的最大力量。

现实距离很远，网上距离很短。
用好、用活网络，我们的工作便可以产
生直击人心的效果。进入新时代，要
掌握新本领，实现新作为。我们要紧
跟互联网发展的潮流，不仅要上网，还
要懂网，更要用网。推进工作时，要多

“上网看看”“在线聊聊”“网上蹲点”，
确保党和政府始终处于“在线”状态，
线上线下始终与群众在一起，进而凝
聚全社会共识，形成谋发展“人心齐、
泰山移”的磅礴动力。

凝聚社会力量需要“在线”状态

云南昆明第十中学被曝光有老
师向做错题的学生罚款，做错一道
填空题被罚50元，有些成绩不好的
学生被罚了几百元。记者了解到，
昆明第十中学为云南省属重点中
学，校方表示罚款属于教师个人行
为，目前学校已向家长退款并道歉。

错一题，罚五十，如此惩罚，对
学生来说，真是结实实疼在身上。
只是，这种倒逼措施究竟效果几
何？成绩不好，更需关心关注。动
辄罚款的教育方式，只能让学生对
学习心生恐惧、反感。此举看似对

所有学生都一样，而实际上却将学
生鲜明地分为了学习好与学习差两
个等级，对学生尚且不能循循善诱、
一视同仁，又怎能彰显师德、把学生
教好？再则说，罚款教育极易让学
生形成错误价值观——犯错误无所
谓，只要有钱就可搞定。这显然与
教育初衷相违背。这正是：

课堂考核收罚款，
做错一题五十元；
教学不能只看分，
惩罚岂能掺进钱？

（图/美堂 文/张成林）

■ 侯小健

为方便市民办理业务，近日，海口
市公安交警支队在人流密集的日月广
场和明珠广场设立了流动便民服务
车，市民可就近办理机动车、驾驶证、
交通违法处理、电动车等相关简易业
务。这是交警部门延伸窗口服务覆盖
面，拓展新型服务渠道的便民利民之
举，赢得广大市民点赞。

我们由此得到启示：便民服务精
细了、接地气了，就能让群众少跑些
腿、多省点心。

群众之事无小事。到政府部门办
事更便捷、更省心，这是普通百姓的愿
望。今年初，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

“放管服”改革和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的重大决策部署，7月起推行全
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零跑”审
批使政务服务更加便捷，让群众既免
去了东奔西走的劳身之苦，更免去了
上下求人的劳心之累，享受到了极大
的便利。

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
口号，而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化为桩
桩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便民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彰显了我
们党践行为民宗旨的情怀。那么，如
何为群众做好服务？首先，政府有关
部门应树立以民为本的意识，牢固树
立为民服务理念。服务型政府，就是
要追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服务群
众，就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以群众
满意为落脚点，想群众之所想，忧群众
之所忧，尽最大努力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其次，要转变服务理念，强化“亲

情服务”意识。创新思路，加大政务审
批等改革力度，深化简政放权。同时，
不断创新便民举措，通过优化服务程
序、服务环境、服务管理等，健全服务
群众体系，按“能快不慢、能并不串、能
简不繁”的要求，简化相关流程，缩短
办结时限，让服务更加精细、更加贴
心、更接地气。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为
民服务零距离，建设好人民群众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

为民服务须更接地气
花钱雇“托”
只会自断财路
■ 杨玉龙

近来，网红店层出不穷，原本默默
无闻的商家，转瞬间便成为众人追捧
的“抢手货”，门前始终大排长龙。其
间，有关“排队托”的质疑声从未停
歇。除了在餐饮业“捧场”外，一些人
还会到新开楼盘充当“房托”。

事实上，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排
队充场人员的招募组织信息，有的甚
至以活动来划分，如人才市场充场群、
银行充场群、手机店充场群等等。这
些虚假招式，无疑戕害着市场诚信底
线以及消费者权益。

面对这一现象，一方面需要行业
加强自律，依靠诚信经营赢得口碑；
另一方面，消费者也要提高辨别能
力，不要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对
商家“雇托”行为坚决抵制。总之，繁
荣市场须以诚信为底线，花钱雇托看
似聪明，实则是自断财路。同样，靠

“托儿”构织起来的灰色利益链条，也
终难维持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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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光村沙虫犹如藏在沙子里的
金子，其貌不扬却难以掩盖其味美的光
芒，让不少食客不禁直呼：“唯有沙虫不
可辜负。”

在儋州市光村镇，赶海挖沙虫、吃沙
虫的习惯自古有之。每当太阳刚从海平
面升起，当地渔民就迎着朝阳出发，他们
趁着潮汐退尽，风平浪静之时，在光村湾
的海滩上采挖沙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对于他们来说，是沙虫经年累月承载
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生活于光村湾的渔
民。如今，光村沙虫产业的发展不仅是
本地特色美食的名片，更是扶贫工作的
助推器，带领当地的贫困户走出一条特
色产业化的脱贫之路。

养殖沙虫带来的转变

62岁的王德刚是光村镇屯积村的
贫困户，一家6口人仅有2亩地。过去，
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妻子去海里
捡海螺以及闲散时打零工。家中的4
个孩子，2个在上初中，2个在上小学，
每年的开学季成为了王德刚最犯难的
时刻。“我们家每年的总收入大概有三
四千元，这些钱既要用来维持日常的开
销，还要供小孩上学，根本不够用。”遇
到困难时，王德刚只有向村里人借钱度
过难关。对于这样的窘迫，王德刚既无
奈又心酸。

生活总会出现转机。2015 年，海
南光村湾沙虫产业化养殖示范基地
（以下简称“沙虫养殖基地”）开始在屯
积村养沙虫，基地的负责人王博文也
是土生土长的屯积村人，看到村里的
现状，他也想为村里的贫困户出一份
力，主动表示愿意向屯积村的贫困户
提供工作岗位。

因此，王德刚的妻子来到沙虫养殖基
地打工，每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一年下
来有2万多元。如今，王德刚高兴地咧开
嘴笑了，“2万多元的收入，够生活也够孩
子上学，完全自给自足，我已经脱贫了。”
据了解，在屯积村像王德刚这样转移劳动

力脱贫增收的贫困户有39户。

沙虫产业带来的发展

如今，沙虫养殖基地的生产规模不
断扩大，成为当地沙虫养殖的龙头企
业。沙虫产业是光村镇的特色产业，依
靠产业扶贫是否能让更多的贫困户走出
困境呢？

王博文从产值及利润方面算了一笔
账：沙虫高、低位养殖池年产值分别达到
1000斤/亩、300斤/亩，目前沙虫市场均
价达60元/斤，高、低位养殖池年销售额
分别可达6万元/亩、1.8万元/亩，除去种
苗成本及各类人工管理费用等，高、低位
养殖池年养殖利润分别可达5万元/亩、

1.3万元/亩，经济效益前景十分可观。
王博文说，去年他们公司生产的沙

虫产品有5万斤左右，今年估计能达到
20多万斤。但即使这样，还是供不应
求。据了解，该公司的沙虫产品目前以
省内市场为主，新鲜的沙虫市场价格达
到50—60元/斤，而沙虫干的市场价格
则达到800—1200元/斤。“我还打算利
用光村湾滩涂资源，开发海洋牧场，指导
周边沿海村庄村民及贫困户参加在海滩
涂养殖沙虫，利用2年的时间规划完成
光村湾5000亩海洋牧场建设，使光村湾
沙虫年产量达250万斤，年产值达1.5亿
元，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王博文信
心满满的说。

对于以后的发展，王博文将继续扩

大养殖规模，带动周围的农户加入到沙
虫的养殖行业中。据了解，光村湾周围
共有6个村委会约2890户农户，利用
光村湾海滩涂资源，采取“苗种供应+示
范养殖技术指导+产品回收”及“合作
社+农户+产品回收”经营管理模式，开
展光村镇沙虫养殖产业，助推光村沙虫
养殖经济可持续发展。

产业扶贫带来的效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何使贫困
户增收有保障并可持续发展？儋州光村
的沙虫产业通过转移劳动力和入股分红，
让贫困户确实尝到产业扶贫带来的经济
效益和保障，让他们对脱贫致富充满信心。

光村镇组织委员薛茂畅介绍，今年
将161.28万元扶贫产业基金投入到光村
沙虫产业的发展中，91户贫困户用扶贫
基金入股沙虫养殖基地成为股东，增值所
得按股份分红。“根据目前的经营状况，入
股贫困户在年底有望享受75万元红利，
75万元会分四次发放到91户贫困户的手
中，确保他们年底全部脱贫。”薛茂畅说。

据了解，光村沙虫主题公园项目定
址在光村镇屯积村，将打造成集沙虫产
业化生产、捕捞体验、科普观光、美食养
生、亲子游乐、滨海休闲和古村度假为一
体的中国首个沙虫主题文化园区、沙虫
文旅创意基地。

薛茂畅介绍，市政府将按照一镇一
品规划，投入资金，把该基地打造成为现

代沙虫观光园，打造沙虫品牌，让游客体
验沙虫文化，进一步带动光村镇老百姓
就业。“初步预计，在沙虫主题公园建好
后，将会解决500个就业岗位，除此之
外，大量的人流客流也会给周围的农户
带来更多的致富机会，沙虫产业会让光
村越来越好。”薛茂畅说。

为促动更多龙头企业参与扶贫工
作，儋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举
措，支持涉农经济实体在儋州投资兴业，
创造出“政府+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等
模式。据了解，去年以来，上谷、铁汉、牧
春、温氏、永基等多家龙头企业进驻儋
州，带动贫困户发展桑蚕、花卉、菌草和
牲畜养殖等种养产业，共带动贫困户
1268户5641人走上脱贫路。

儋州光村沙虫如藏在沙子里的金子，味美价高供不应求，形成特色产业——

沙虫开辟致富路

海南简氏昌茂海产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 简加保
联系电话 18876095888

海南文诚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博文
联系电话 13518036988
儋州市光村镇银口滩路口永昌海鲜酒家

联系人 简开册
联系电话 13278950111

儋州光村沙虫销售热线

本版策划/周月光 撰文/陈栋 图/舒晓

光村沙虫

海南光村湾实业有限公司沙虫养殖场工人，正在进行高压水枪采捕方式捞取沙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