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魏燕 美编：王凤龙A06

■■■■■ ■■■■■ ■■■■■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严刹驾培学时造假
“潜规则”

“厕所革命”要先革新观念
■ 魏燕

观察

■ 齐中熙 安娜

“血脉”通畅活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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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游救援应有偿

涛声

广告

@经济日报：用大数据堵住外卖
食品安全漏洞。随着网络外卖食品普
及，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断增多，给食品
安全埋下了隐患。而相关管理要求实
际执行效果并不乐观。应进一步推进
食品安全监管，建立外卖食品安全大
数据监管系统，这不仅是维护食品安
全的必要手段，也有助于倒逼经营者
实实在在做企业。

@北京青年报：大学毕业生当“保
姆”屈就还是高就？一些就读家政学
的大学生最怕人问的话题就是“毕业后
去做保姆吗”。这种担心和歧视，是对
时代变化没有反应更谈不上敏感的体
现。当代社会对家政人员的需求越来
越多，家政服务的高薪也是大概率事
件。大学毕业做家政一点都不低下，而
且由于其职业化、专业化和高水准的要
求，正在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职业。

@广州日报：争“哪吒故乡”何其
无聊？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成爆
款，蹭流量的也多起来，全国至少已有
4地宣称是哪吒的家乡。近年来，各地
争相打文化牌，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
源。但有些人把历史资源成了一条捷
径，费尽心思傍名人、傍电影强拉硬
扯，打造卖点。这种心浮气躁、急功近
利的故里之争，当休矣。 （魏 辑）

黄山风景区发生了“野游”者被
困请求救援事件，风景区管委会依
据《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
办法》中关于有偿救援的规定，对本
次救援收取3206元的费用。这是
黄山风景区实施的首次有偿救援。

生命本无价，救援应有偿。近
年来，驴友“野游”遇险的新闻屡见
不鲜。组织救援往往需要耗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而驴友个
人不需承担任何成本。这种“个人
遇险，公家买单”的怪现象，不仅是

对其他守法旅游者的不公平，也耗
费了大量的公共搜救资源。黄山此
次向被救“野游”者收取费用，既有
警示作用，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
合理补偿，具有十分现实的样本意
义，值得借鉴和推广。这正是：

任性野游有风险，
深入山区急驰援；
野外探险个人事，
岂能公家来买单？

（图/朱慧卿 文/魏燕）

炎炎夏日，人在家中坐，货从八方
来。我们可以品尝到新疆的葡萄，海
南的荔枝，甚至欧洲的啤酒，南太平洋
的海鲜……南来北往，货畅其流。中
国经济“血脉”通畅的背后，是经济动
力活力充沛的缩影。

暑运期间，每天约1200万人次乘
坐火车，超过1.53亿件快递流转。物
流运输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本身
创造巨大的价值，也是观察宏观经济
稳中向好的重要窗口。

今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增速达
6.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1%。物流为消费提供了便捷保障，
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19.6%。全国完成快递业务量277.6亿
件，同比增长25.7%。仅快递业，每年
新增就业人数就超过20万人，对国内
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2%。

对于90万亿元规模的中国经济，
运输物流就是其通畅的“血脉”。它
不仅每时每刻输送着养料，为中国经

济注入澎湃的动力和活力，也不断推
动中国经济壮大。数据显示，快递业
年支撑网络零售额已近 6.9 万亿元，
成为新经济的代表和经济发展新动
能的重要力量。快递服务制造业形
成 318 个重点项目，带动制造业总产
值约 2172.94 亿元，年支撑跨境电子
商务贸易额超过3500亿元。

“海陆空”通达天下，全方位、立
体化便捷交通运输网络让世界为之
惊艳。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物
流业的运输体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截至
2018年末，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占有七席；全
国高铁营业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双
双位居世界第一；每年 500 多亿件的
快递业务量占到世界一半；定期航班
航线总条数较 1950 年增长超过 400
倍……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国综合
运输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更是百姓出
行与消费方式、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
模式的质变。

火热的夏日，热络的物流，每天都
在讲述着中国经济的生动故事。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众所周知，驾考是有学时要求的，学时够了才
能参加考试。可有的驾校却在教练车计时器上动
了歪心思，对计时器进行人为拆装，导致学员不学
车也能刷学时、挣学分。近日，海口4家驾校因此
受到处罚，给驾培行业敲响了警钟。（8月14日《南
国都市报》）

驾校学时造假，背后原由不难猜测，都是利益
驱使的结果。对驾校而言，学时造假可缩短培训
周期，节约车辆损耗、车油费等成本。而部分学员
出于节省时间、早日拿证等心态，也顺从了刷学时
这种做法。在“你情我愿”中，学时造假成为驾培
市场“潜规则”。比如，去年9月，扬州多所驾校被
爆造假刷学时；今年4月，苏州最大驾校也涉嫌学
时造假被查，10秒钟能刷出1小时，实在令人震惊。

殊不知，学习时间的缩水必然导致学习效果
打折扣。驾校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开车技能的教
授上，更体现在学员安全意识、规则意识的养成
上。而安全意识、规则意识的养成，绝不是轻轻松
松就能实现的，需要经过严格、系统、长时间的训
练与熏陶。可以说，驾驶培训正是培养学员安全
意识、规则意识，保障行车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如
果学员从一开始就沾染上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
陋习，导致第一道防线失守，那么，上路后的行车
安全又该如何保证？走“捷径”的学员，即便通过
驾考，恐怕日后也会成为潜在的“马路杀手”。

再者说，对学员学习内容和时长，驾考教学大
纲有着明确、严格的规定。这些规章制度、学习内
容已经过科学论证、实践检验，是提高驾驶技能、
培养安全意识的有效方法，岂能任由驾校、教练等
暗箱操作、随意更改。

事实上，除了这次被举报的学时造假外，驾培行
业“潜规则”还有很多。例如，有的驾校取消教练员
底薪，仅以通过率来支付报酬，教练员收入得不到保
障，双方难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有的教练员与驾校是挂靠关系，个人承包车辆揽客，
怎么教由自己说了算，等等。久而久之，行业乱象就
会越积越多，甚至演变为披着合理外衣的“行规”。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如果不能从源头
上保证驾培的质量，我们又如何确保道路交通的
安全。因此，对诸多驾培乱象，管理部门万万不能
做“埋头沙堆的鸵鸟”，而要及时亮剑，从严惩处，
让违规者付出应有代价，切实筑牢行车安全的第
一道防线。

■ 韩慧

小厕所，大民生。海南建设美丽
乡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厕所革命”
是重点，也是难点。近日，海南日报报
道了定安两个村庄“厕所革命”的推进
情况。其中，九所村厕所改建工作推
进顺利，截至今年7月，全村卫生厕所
覆盖率超过90%；而石井村的厕所改
建工作却十分不顺，目前只完成了全
年任务的19%。两个村庄在推进“厕
所革命”上形成鲜明对比。

差距为何如此之大？仔细分析
不难发现，主要原因还是村民的认识
问题。村民认识到位，“厕所革命”就

有内生动力，改厕工作就很顺利，反之
则难以推进。九所村村民重视人居环
境卫生，认识到无害化厕所对身体健
康有益，就算政府不补贴，他们也愿意
改建。而石井村厕所革命推进的最大
难点，就是“村民不乐意”，有的村民觉
得没有必要，老厕所也能用；有的村民
觉得花钱多；还有的村民觉得“把厕所
修在家里会破坏风水”……这些现象
归根结底，还在于村民的观念没有扭
转过来，依然抱着不合时宜的传统思
维不放。

世界上最难改变的往往不是环
境，而是人的思想观念。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要先从改变村民观念着
手。首先，要让村民认识到传统“旱

厕”的危害。传统“旱厕”脏、乱、臭，
会给如厕的人带来心理上的不适。
更重要的是，这种“旱厕”会对周围的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污染地下水资
源。粪便中携带的大量病毒和细菌，
可能会诱发各种传染性疾病。相关
部门要通过形式多样、入脑入心的宣
传教育，引导村民充分认识“旱厕”的
危害。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转变思
想观念，提升改厕的积极性，由“要我
建”向“我要建”迈进。

当然，转变村民观念，除了加强引
导，还要做好保障工作。一方面是资金
上的保障。无害化厕所改建成本高，不
少村民不愿意花钱改建。一个厕所要
1万多元，对于不少刚刚脱贫的村民来

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各级政府部门
不妨从资金上给予农民更多支持，尤
其是对刚刚脱贫的村庄进行重点扶
持，以保障改厕工作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还要加强技术指导。
农村厕所改建，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
工作。比如，三级化粪池如何修建、如
何进行防渗漏处理等等，都是难度很
高的技术活。仅靠村民自己修建、施
工，确实存在难度。事实上，在海南农
村，无害化厕所建好后，由于技术问题
需要整改的也不少，这些都加大了农
村厕所改建工作的难度，也增加了村
民的畏难情绪。因此，在“厕所革命”
推进困难的村庄，不妨聘请技术专家
对村民进行充分的指导和培训，让村

民心里有标准，改建厕所才不慌。
小康不小康，农厕是一桩。农村地

区厕所少、卫生差、如厕习俗不文明，是
农村人居环境的一大短板。近年来，海
南大力推进“厕所革命”，截至去年底，
累计完成厕所改建130.92万户，卫生厕
所普及率提高到92.25%，可以说成效
显著。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厕所革命”
越是到最后，越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剩
下的都是像石井村这样的“硬骨头”。
只有深刻剖析症结所在，把握村民所需
所求，从观念上进行改变，在意识上进
行引导，再配之以周到的服务保障，才
能移风易俗，让每户村民都能享有干净
整洁的如厕环境，才能让厕所成为农村
一道靓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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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镇级医院的医生中，很少有人
像50多岁的廖国强这样，在上了年纪
后，还敢想敢干，遑论偏远地区。

廖国强的上一辈，在农场垦荒时期
从广东分配来海南琼海市东平农场，离
市区最远的地区之一。廖国强大学上了
湖北医学院，1987年毕业后分配回东平
农场医院当医生。

医生是个“铁饭碗”，这足以令很多
人艳羡。但廖国强不是一个守成的人。
在乡镇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过程中，同
步壮大的零售药品市场需求，使他看到
了更大作为的空间。

敢“吃螃蟹”，在职创业

在有多年从医经验后，1999年，在
政策的允许下，36岁的廖国强迈出了在
职创业的第一步，在东平农场开了自己
第一家零售药店，成为东平农场医院医
生中经营药店的第一人。

东平农场一带有两三万人口，但百
姓去一趟市区要花一小时，并不方便；小
病去医院挂诊买药，也嫌麻烦。“我当医
生给百姓看病，百姓认可。发挥这种优

势做药品零售，既可方便百姓，又能改变
自己的生活。”

开药店成功，为他后续创业提供了
资本。2003年，在彼时政策允许下，廖
国强承包了东平农场医院的门诊业务。

承包门诊时期，有好几次，廖国强通
过下乡精心诊治，医好了疑难症患者，赢
得许多百姓的钦佩和感激。

2009年，因政策不再允许，他的门
诊承包业务停止。但他从中得到更深的
启发，服务好百姓需求，医者仁心与扩大
个人创业盘子可以很好地结合。他的创
业之路，也未就此止步。

乘势而上，遇拦路虎

2014年，中国药品零售市场规模达
2817亿元，更大的市场机会下移至三四
线及以下城市。

2015年，廖国强在邻近东平农场的
阳江镇也开了一家零售药店。这一举动
对他的回报不菲，当年，东平、阳江两家
药店为他贡献了20万元利润。

2016年，廖国强已经53岁，在这个
偏僻的农场，一般人通常只想着守好家
业，退休后安享晚年。但廖国强却决定
乘势而上，在东平农场中心繁华地带再
开一家药店。

此时，东平农场零售药店已从以前
的一两家，增长到5家。廖国强想在新
的市场形势下升级规格，打造本地品类
更全、规模最大的药店。

当廖国强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
时，没想到碰到了一道难过的坎。他在
农场中心地带买下一栋三层楼作为店
铺，“仅仅买这栋楼就花了150万元，几
乎把我掏空了”，加上其他成本，离开店
经营还有20万元资金缺口。

这对个体创业者而言是不小的资金
缺口。向亲戚朋友借，既不容易，也难以
开口。向传统金融机构贷款，难度也不

低，解决燃眉之急不易。
廖国强遇到了农村基层地区个体

户、小微企业普遍遇到的融资难问题。
他该怎么办？

普惠金融，助力梦想

所幸，在为资金缺口愁苦不已时，廖
国强获得了帮助。一位在平安集团工作
的朋友告诉他，可以试试平安集团旗下
专门做小微借款的平安普惠，时间快，政
策好，尤其适合像他这样的个体户。

廖国强决定试一试。“第一天去找人
了解政策。第二天去办理手续，评估很
快，只用了一个小时。还没到家就放款
了，不需要抵押。提前还款不需要手续
费，非常灵活。”

拿到20万元借款后，廖国强的名

为“泓一堂大药房”的零售药店顺利开
业经营。3年来，药店给农场两三万百
姓带来方便的同时，廖国强也获得了不
错的利润。

廖国强遇到的融资难是普遍的。据
了解，我国小微信贷覆盖率只有25%。

近年来，以平安普惠为代表的“开放
式聚合借贷服务平台”借助其资源挖掘、
聚拢和匹配的能力，联合各方修建“最后
一百米”的引流之渠，成为农村地区创业
者、小微企业融资的优先之选。

截至2019年上半年，平安普惠累
计为超过1100万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
商户为主的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借款服
务 ，三 线 及 以 下 城 市 覆 盖 率 超 过
90%。2018 年 4月，平安普惠海南分
公司成立，积极为海南小微企业、中低
收入群体等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借款服
务支持。

“没有平安普惠，就没有我的今天。”
廖国强说，“创业都会遇到困难，但只有
勇敢行动，才能实现心中梦想。”迄今为
止，他依然是东平农场医院医生中转型
医药创业的唯一人。

（策划/撰文/图片 清明）

农场良医创业之路：

敢想敢做方能圆梦

廖国强（左）给顾客把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