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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电子设备包围圈
拒绝“自然缺失症”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
叫着夏天……”歌曲《童年》的旋律
再次响起，你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那
年和小伙伴玩泥巴过家家的场景，
还是夜里在山间追逐萤火虫的画
面？泥土与昆虫的记忆是我们回不
去的童年。但电子设备的包围让如
今的孩子与自然渐行渐远，甚至让
他们变得孤僻、狭隘而又缺乏灵性
和好奇心。

美国作家查德·洛夫在其畅销书
《林间最后的小孩》中提出，自然缺失
症不是一种需要医生诊断或需要服
药治疗的病症，而是当今社会的一种
危险的现象，即儿童在大自然中度过

的时间越来越少，从而导致了一系列
行为和心理上的问题，如孤独、焦躁、
易怒，沉迷电子产品、注意力难以集
中等。

不少专家也指出，长期处在城市
环境里的孩子，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些
知识。比如最普通的猪、马、牛、羊等
动物，现在的孩子更多是通过影像、
图片才能看到，他们没法感受大自然
中不同物种的生命连接，也体会不到
大自然共生共荣的关系。

与传统教育不同，孩子在认识、
探究自然的过程中，能用视、嗅、触
等感官亲身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
美妙，譬如他们在玩泥巴时能感受
到土的质感，抓虫子时能感受到虫
子的各种形态，这个过程对孩子的
审美、情感和智力成长都有很大的
帮助。

探索热带雨林“博物馆”
去大自然释放天性

作为地球上抵抗力最强、稳定性最
高的生态系统，热带雨林无疑是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因地理
气候条件特殊，位于琼中县城西南角的
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拥有老茎生
花、“空中花园”、藤本攀附、“滴水叶尖”
等十大热带雨林现象，以及142科652
种维管植物和猕猴、巨松鼠、小灵猫等
野生动物，俨然一座名副其实的热带雨
林“博物馆”与物种基因宝库。

当都市生活把孩子和大自然隔离
开来，他们认识的所有植物和昆虫几
乎都来自于电视和书本。而在百花
岭，雨林植物们以各种生存方式占据
自己的生存空间，从乔木、灌木丛、藤

蔓到苔藓和地衣，一轮又
一轮永无休止的生命律
动中，浓缩着的是丛林
的包罗万象。

“在这里，家长完全可
以带着孩子观察沿海拔渐
次分布的花草，启发孩子仔
细观察有几个花瓣、都有什么
颜色、长在哪里，或是静静地听
鸟叫，试着理解鸟儿在说什么
……”在海南生态旅游专家汪培诚
看来，百花岭兼备了地理地貌、宜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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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完全可以成为融旅游观光、亲身体
验、集体活动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实
践平台。

对孩子而言，知识的重要性远远
比不上真实的感受。丰富多样的雨
林风貌带给孩子们无限的遐想，也是
激发孩子们探索、发现的机会。琼中

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董事长李合
岭介绍，根据景区的不同特征，他们
也将开设自然科普课堂、民俗体验课
堂、体验拓展课堂、生存技能课堂、突
发应急与自救课堂等课程，让学生融
入其中，寓教于乐。 （撰文/孟瑶）

“五一”小长假
相约琼中生态避暑之旅

“五一”小长假临近，想好去哪玩了吗？“五一”
期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将推出民俗歌舞文化展
演、热带雨林徒步露营、黎母山研学之旅等活动，
为游客市民开启一段黎苗风情浓郁、趣味十足的
生态避暑之旅。

“很多游客到琼中都想感受地道的黎苗文化，
因此我们特意在多处人流量大的景区景点安排了
黎苗特色歌舞展演。”琼中旅文局副局长钟永欢介
绍，小长假期间，游客无论是游览百花岭雨林文化
旅游区、云湖乡村旅游区，还是到访“最美中国乡
村”什寒村，都能欣赏到原生态的音乐、舞蹈等大
众文化活动表演。

想换个方式领略乡土风韵？琼中推出“我们
都是追梦人”热带雨林徒步露营活动，深入茶文化
之乡新伟农场、黎苗山寨什寒村及水乡苗寨响土
村，将让来自省内外的自驾车和户外露营爱好者
在徒步慢旅、露营扎寨中零距离感受海南生态保
护核心区之美。

据了解，小长假期间琼中还为青少年准备了
主题为“琼中三月三——助力乡村振兴”的研学教
育之旅活动，通过了解什寒村、鸭坡村、干埇村的
美丽乡村建设，参观琼中种桑养蚕产业，体验干埇
“林下发酵床”零排放循环养殖，在与平常不同的
生活中拓展视野、丰富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琼中和平镇合口村的琼
中峡漂流不久前刚刚开业，推出空中漂流、山水
天地、儿童漂流、亲子拓展、峡谷拓展、索溪探险、
农耕农作、真人CS、露营等项目，也将带给游客一
趟惊险与刺激的狂欢之旅。 （撰文/孟瑶 陈欢欢）

拒绝“自然缺失症”

带上孩子，来琼中百花岭“野”一把
分不清五谷、辨不出花草、

认不出飞鸟走兽……当生活被
电视、电子游戏、电脑所制造出
来的“狭小空间”包围，越来越多
的孩子成为与自然隔绝的“宅
童”，“自然缺失症”的蔓延似乎
不可避免。没有任何教育可以
替代孩子们与自然的亲近，如果
家长能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学会
观察，就会打开孩子向大自然求
索知识的心扉。

从空中垂下的藤蔓郁郁葱
葱，新生的蕨类植物攀附在有着
“活化石”之称的桫椤树上，独木
成林的百年榕树看似与邻树相依
相偎……踏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丰富
多样的雨林景观如同一间活灵活
现的“自然课堂”，这无疑是孩子
们亲近和探索自然的绝佳去处。

1、琼中本县居民凭有效身份证
（原件）办理市民卡，100元/张，不限入园
次数（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同时享

观光车票优惠价25元/张；
2、省内居民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可享门

票与观光车票5折优惠，即70元/人/套；
3、持海南省消防工作证件（原件）的消

防人员、持海军服役证件（原件）的现役官
兵、持有海南区域高等院校学生证（原

件）的在校生“五一”假日期间（5
月1日-5月4日），凭证件

可免费入园。

百花岭
“五一“节优惠活动

琼中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景色宜人。 舒晓 摄

百花岭秀美风光引来八方游客。 袁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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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就要动真格

来论产业选得准 脱贫步子稳

新华时评
■ 萧海川

致青春：我将无我，不负韶华！

■ 张成林

到底是谁“听不懂话”？
■ 陈广江

观察
近日，海南相继召开多次脱贫攻

坚相关会议，例如，举行了省领导干部
周末学习专题讲座，举办了“志智双
扶·感恩奋进”论坛，召开了全省产业
扶贫推进会，其中，产业扶贫成为会议
热议的话题，产业扶贫中存在哪些问
题，下一步如何深入推进，也成为与会
者探讨的热点。可以预见，接下来，发
展壮大特色产业，将是扶贫工作的一
大侧重点，也将成为各级扶贫干部工
作深入推进的重要指向。

眼下，距离2020年仅剩一年多时
间，扶贫工作进入“最后一公里”关键

阶段。在政策支持下，贫困户和贫困
市县正在逐步脱贫，但脱贫不脱责任，
如何确保脱贫不返贫，实现长久脱贫，
是当前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产业之
所以重要，就在于其利于实现长久脱
贫。事实上，脱贫不是终点，更好发展
致富才是最终目标。只有把特色立起
来，把产业培育起来，才能为发展致富
提供充沛的源头活水。

可一谈起产业培育，有些干部脑
袋就疼，发钱发物、就业安置……这些
措施好操作、见效快，可发展产业不仅
投入大、风险高，甚至要等三五年才能
见成果，何必舍近求远？事实上，脱贫
攻坚不是短期项目，而是长期事业，不
是为了一蹴而就、追求显绩，而是为了

通过政策的倾斜，引导资源向农村流
动，进而补齐“三农”短板，为农村长远
发展、为乡村振兴打牢基础。这其间，
产业的作用显然缺不得。

脱贫攻坚，外界推动固然必不可
少，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到内生动力
上。产业培育正是将外界的推动力转
化为内生动力的重要载体，可有效提
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自我造血的能
力。试想，在外力的支持下，我们尚且
不去思考如何培育、壮大产业，等外力
变动了、消失了，估计就更没有资本、
动力去谋划产业了。而特色产业一旦
培育起来，可推动资本向农村流动，实
现群众家门口就业，带动性极强，何乐
而不为？

不过，更多时候，有些扶贫干部不
是不为，而是不知道如何为。就产业扶
贫中存在的问题来看，有些产业培育特
色不明显、优势不突出，存在一哄而上
现象；有些地方图省事，以产业之名将
资金“一股了之”；有些地方成立了产业
合作社，但只见招牌不见产业，带动性
很弱；有些地方产业发展脱离群众，贫
困户融不进去……可见，在产业扶贫
上，仍有不少地方存在不得法、做虚
功、造“盆景”现象，对此不得不防。

产业培育是要下一番苦功夫的。
习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
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如
何因地制宜？首先要精准对接市场。
海南自然资源优越，旅游资源丰富，农

业独具特色，这都是产业培育的优势
所在，要通过大排查摸清自身家底、弄
清特色优势，并结合市场规律、市场需
求，找准产业发力的突破口。同时，要
精准对接群众，加强产业与群众的利
益连结，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把产业做
实、做强。此外，还要精准对接销路，
通过消费扶贫等各种方式推动产业变
现，让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产业是就业之基、增收之本。发展
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只有保
持定力，认真谋划，因地制宜把产业做
出特色、做出规模、做出成效，才能带动
贫困户长久脱贫，实现由“富一户”向

“富一地”的转变，才能激活农村资源，
推动乡村振兴，焕发海南乡村新风采。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100
年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但五四精
神始终璀璨、依旧青春。一代代热血
青年高举五四运动的精神火炬，用奋
斗镌刻青春，以担当创造历史，书写了
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壮丽史诗。

回首百年前，山河故园俨如列强
鲸吞蚕食的鱼肉，国家主权沦为他人
私相授受的筹码。是一群在苦闷忧愤
中觉醒的青年，发出了民族图强、奋起
的怒吼，开始了救国复兴之路的艰辛
探索，青春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救亡图
存、民族振兴的中流砥柱。

五四运动爆发20年后的1939年，
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央青委将5月4日
确定为中国青年节；30 年后的 1949
年，五四青年节成为当时政务院确立
的第一批法定节日。

青春元不老，君知否？五四运动
唤醒了一代青年，他们用最美好的青
春年华换来民族新生。爱国是他们最
真挚的情怀，奉献是他们永不变的品
格。他们身后的一代代后来人，赓续

薪火接力前行，用汗水浇灌理想之花，
用奋斗点燃青春激情。

百年回望，我们可以自豪地告慰
无数先辈：你们当年的梦想正在实现！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五四
运动 100 周年之际，新时代的青年们
正豪情满怀地奋斗在神州大地：他们
有的身为人民海军一员，默默守卫蓝
色海疆；有的是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长，
风驰电掣中履职尽责；有的扎根农村
当起第一书记，为带领乡亲们摆脱贫
困而不眠不休……穿越百年光阴，奋
斗与奉献是不变的青春气质，爱国与
进步是永恒的青春航标。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
击者。青年是追梦人，青年更是圆梦
人。五四运动3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
国诞生。自现在起30年后，中国要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时间的巧合，昭示历史
的必然。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要靠当
代中国青年去实现。我将无我、不负
韶华，用奋斗报效祖国，这是五四精神
穿越百年时空激起的宏大回声，也是
当代青年致敬历史的坚定誓言！

在苏州市的一些人力资源市场
周边，有不少人发名片、贴小广告，
通过制售假证非法牟利。近日，《人
民日报》接到群众来信后，就此事进
行了明察暗访。报道刊登后，苏州
市随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打
击“三假”专项整治行动，并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由此可见，虽然制售假证隐蔽
性强、流动性大，加之互联网时代
大多采取非接触式作案，打击难度

很大，但并非不可遏制。从苏州此
次的打击效果来看，关键在于直面
问题，对违法行为深挖彻查，敢于
动真碰硬，如此，才能达到预期效
果。这正是：

手法隐蔽打击难，
流窜作案易复燃；
制售假证不姑息，
细查严打不手软。

（图/王铎 文/邓瑜）

@人民日报：奋斗的青春最美
丽。没有三寸之坎，哪来万仞之深？
青春年少，选择了耕耘，也就选择了
收获。从大医到大科学家，再到大艺
术家，他们用奋斗铺陈人生路径，成
就了自我，也铸造了时代。现在，青
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
回忆的。在逐梦中当好主角，为青春
留下绚烂和骄傲。

@新华视点：遇事不妨好好说。
近日上海某医院的一场纠纷中，涉事
医警双方达成谅解，均表示自身“都
有提升的空间”。理解和尊重是化解
矛盾的基础。有话好好说，先听对方
说，冷静克制，换位思考，才是解决问
题纠纷的正确之道。

@半月谈：亟待“补课”的是家
长。近年来，少儿培训市场日益做
大，少儿兴趣班成人化趋势明显，“拔
苗式”育儿可谓花样繁多，有的堪称

“走火入魔”。事实上，很多家长在思
想上、教育上并不成熟，教育方法也
亟须改进，这种焦虑式育儿方式往往
还会造成反效果。相比于孩子来说，
亟待“补课”的应该是家长。

（邓 辑）

近日，有网友爆料，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教
育局副局长谭智在接待群众时耍官威，和群众
座谈时发飙，称“我现场鉴定你听不懂话”，并让
人调查发言群众是哪个小区的。4月28日深夜，
南关区政府发布通报称，对该副局长在全区范
围内通报批评，责令本人向来访群众诚恳道歉，
并作出深刻检查。（4月29日《新京报》）

不把群众诉求当回事，动辄吹胡子瞪眼，对
群众出言不逊甚至有报复、威胁之意，事实上，
该女副局长被批“官威十足”“观念跑偏”“作风
不正”并不冤。“情绪激烈、态度蛮横、方法简单，
损害了党员干部形象，伤害了群众感情，造成了
不良影响”，应该说，当地对女副局长发飙事件
的定性比较准确。只不过，舆论压力之下做出
检讨和反思并不难，难的是把“为民”意识化作
行动。

当然，不排除座谈会现场有群众说话不中
听的可能，但既然召开座谈会接待群众，就说
明当地划片入学存在问题，而非一片和谐，那
么群众现场表达意见就是正常的、正当的。教
育局女副局长应首先放低身姿、俯下身来，认
真倾听群众呼声，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的合理
诉求。毕竟，划分学区是关系众多学生和家庭
切身利益的重大公共政策，也是社会关注度极
高的民生大事，决策的公开透明度和社会参与
度越高，群众的理解和认可就越多，质疑和怨
气就越少。

很多公共政策之所以引来一些误会和质疑，
恰恰是因为工作方式简单粗暴、蛮横霸道。值
得一提的是，连面对面的座谈会都难以倾听群
众心声，其他调研、论证等工作能保证公开透
明、公众参与吗？所以说，女副局长座谈会发飙
不是小事，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工作方式，还包
括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为民服务重在一个

“实”字，关键要体现在具体工作中。
教育公平关系到社会起点公平、机会公

平，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
要多换位思考、多倾听社情民意，让学区分划
尽可能公开透明、科学合理。而现实中，职能
部门领导干部一味责怪群众“听不懂话”“无理
取闹”，甚至动辄质问“你哪个单位的”“你领
导是谁”，并非一时一地特有之现象，此次事件
也是一记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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