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凉河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所在学校位于县城
郊区。这几年生源暴涨，三四年间，小学招生
数量竟然翻了一番，学生已经超过 1000 人。

附近开了 3 家幼儿园，每年大概有七八百名
幼儿入园。

学校门口的各种生意非常红火，每到上
学和放学的时间，数百辆电动助力车和三轮
车简直要把学校门前的路堵死。在最近三四
年时间里，学校对面原来只有一家早餐店，
且生意一直没起色，现在却有了 5 家店互相
竞争。还有三四个卖豆浆、鸡蛋灌饼之类的
小推车，每天早上支在路边凑热闹。这使得
附近门面房的租金一下子从每年七八百元
涨到了四五千元，连附近的普通住宅房租也
水涨船高。

这让我也看到了一个商机——— 在这里开
个小小的少儿书店，应该不错吧。这里跟城
区隔条河，离最近的书店也有五六里地，书
摊也极少有人来摆。哪怕平均每个学生和幼
儿园小朋友一年购买 5 本书，生意就能做得
不错。因为我经常上网给孩子购书，有时也
帮助学生购书，发现几家比较值得信任的网
站，正版书搞活动时二三折就可以拿到，甚
至比县城超市卖的盗版书还便宜。

今年秋期开学前，我帮亲戚在学校对面
租了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门面房，开了一
个少儿书店。凭借我对小学生阅读兴趣的了
解，购进几百种国内外经典名著和经典童话、
优秀儿童绘本、儿童科普图书，还有比较适合
小学生阅读的注音图书。

谁知，从开店到现在的一个多月里，大部
分时间一个顾客也没有。即便图书基本都是
以半价出售，也只卖出了十几本书，赚到的
钱连交房租都不够。好多朋友都建议应该主
营教辅书，说如果只卖“作文选”的话，开学
就能赚上一笔。但我对教辅书一直不感兴
趣，让亲戚错失了赚钱的机会。更让亲戚尴
尬的是，不时有人进店要买作业本和文
具——— 原来，人们眼中的少儿书店，就应该
是主卖文具的杂货铺。

据亲戚讲，偶尔进店的顾客也大多“不
识货”，即使半价售书，仍然嫌书贵。他们
总是说，县城一家超市里的书更便宜，人们
并不在乎什么正版盗版，“正版盗版不都一
样读吗？”尤其是少儿绘本，“哄哄小孩子
而已，有个画能看不就行了？”这些顾客也
不讲究版本的优劣。有些孩子想要书，家长
却不舍得买；更多的孩子走过书店门口，连
看也不看一眼。

现在，亲戚已经不再进货，开始到路边
摆起地摊，想赶快把我精心挑选来的书都处
理掉。也许，年底这个小小的少儿书店就要关
门了。

尴尬的少儿书店

薛家明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10 月 16 日，
东川名店城(简称“东川”)的灯一盏盏地
熄灭，宣告它 15 年青春年华终将逝去。

广州曾经辉煌的商场不少，而随年月消
失的商场也不少。东川只是其中一个。二
沙体育用品街 、将军东 、大笪地、东兴顺
酒家……这些老广州熟悉的商场一个个
地从我们的生活中离开，怀旧之余，人们
总将商场的关闭，归咎于生意难做、电商
冲击，其实，上述这些商场消失的共同原
因是：被业主收回用地。

到东川去选名牌，去大笪地淘地摊，
在二沙岛去买体育装备，曾经是老广东
们周末最惬意的生活方式。随着老商场
的逐一逝去，这一切将幻化成模糊的记
忆 ，让人唏嘘不已。这些老商场并不是
被电商打死的，而是缘于“安乐死”，由
于业主收回用地，这些老商场被迫“无
地而终”。

老商场何以被逼得无以立锥呢？当
然是利益使然。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网上购物对线下商城的挤压日益
明显 ，商城 、购物综合体的利润日趋微
薄，难以从容地面对租金上涨。而与之相
对，土地却越来越金贵。据统计，2016 年
1 月至 8 月广州房价涨幅达 15% ，面对
老旧商业地产的颓势和住宅价格的飙
升，业主自然会做改弦更张的盘算。

利益驱动下，令人流连的老商场逐
一逝去，令人唏嘘。但这又何尝不是这些
老商场的宿命呢？事实上，广东老商场的
勃兴，也是一场地产盛宴。只不过，当时
的主角是如今处于颓势的商业地产。广
州当年修建地铁 ，征地后地下开挖路
轨 ，而地上部分就成了广州地铁的产
业。在当时，商业地产不仅是最盈利的
项目 ，而且还能吸引客流 ，加快地铁的
繁荣 。因此 ，大笪地 、誉隆电器城等大
批 商 业地产 项 目 在地铁 沿 线 争 相 开
业 ，而这些也构成了老广州异常繁荣

的商业圈。

可见，老商场的兴，缘于商业地产的风
起 ；老商场的逝，缘于住宅开发的风起云
涌，而背后是利益驱动下的一场场地产盛
宴。企业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性，无论是
当时开发商业地产，还是如今拼命发展住宅
项目，都是商业行为，本无可指摘。但商业唱
戏，更要规划搭台。利益驱使业主频频改弦
更张，规划更要审时度势、保持定力。以东川
名店城为例，原来是商业用途，如今计划改
成医疗用途，有相关规划部门的介入吗？

进一步讲 ，由老商场构建的城市商
圈 ，不仅记录着过去的峥嵘岁月 ，也承载
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对于城市老商圈 ，
我们需要开始拯救性保护，让他们发扬光
大 ，刚刚成型的新商圈也不能随便就被
“雨打风吹去”。规划部门要严守把关责
任，不能任由商业利益胡来。具体而言，一
是要对每个更改土地用途的申请从严审
批。二是要遵循整体规划，不让城市商圈
百孔千疮、残缺不全。

老商场为何沦落到“无地而终”

背弃信仰是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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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恩培的老婆一次向人索贿一只价值
1500 万元的手镯。办案人员说，白恩培家
里像这样的翡翠手镯，多到要用绳子系起来
论“提”算。周本顺在河北任职期间住的是
800 平方米、 16 个房间的二层小楼，他还
专门从老家湖南调来两名厨师给他做饭，家
中两名保姆中专有一人负责给他养宠物。

这是 17 日开播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永
远在路上》中公布的几名巨贪令人瞠目的贪

腐细节。这部专题片共 8 集，由中央纪委宣
传部等单位制作。

把落马的原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腐败细节
公之于众，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政治
勇气和坚定的执政自信，以及继续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
心。勇气和信心源自中央对反腐败斗争顺民
心、合民意的深刻理解——— 惩治腐败绝不停
手，从严治党永在路上，这是我们党凝聚人

民信任、打牢执政之基的历史选择。

面对镜头，身陷囹圄的白恩培、周本
顺 、李春城等无不悔恨自己“给党给国
家给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私
欲代替了理想信念 ，这样的结局并不让
人意外。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也
是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汲取的沉
痛教训。

白恩培、周本顺都是出身贫寒人家，

李春城自述在十几岁时就希望能够在党
的领导下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多做有
益的事情。他们的结局警示全体党员，
尤其是领导干部：坚守理想信念片刻不
可放松，背离了初衷和信仰，走向自己
的反面，是最大的悲哀；是党员就该把
忠诚于党 、忠诚于信仰作为毕生的追
求。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效果怎
么样，人民的心中自有一杆秤。对于执政
党而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乎
人心向背，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要避免
人亡政息、政怠宦成的历史重演，反腐败
就必须保持高压态势，无禁区、全覆盖、
零容忍。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是否具有
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
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
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
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面对错
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要治国理
政，破解发展难题，带领全国人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广
大党员、干部必须有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的勇毅精神，必须牢固树立起“事不
避难，勇于担当”的高度责任感。

何谓“担当”？简单地说就是承担
并负起责任，是人们在职责和角色需
要的时候，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全力
履行义务，并在承担义务当中激发自
己的全部能量。是否具有担当，最能
反映出一名领导干部的思想素质、道
德品质、党性修养。习近平同志指出
领导干部要“具有担当精神”，就是强
调责任重于泰山，明确领导干部必须
勇于担当、能够担当、敢于担当，直面
矛盾和问题，主动接受挑战，大胆开
拓创新，努力创造经得住实践、人民
和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

敢于担当是政治禀赋使然，是执
政使命使然，是责任意识使然。但在现
实当中，却存在着种种担当被异化的
现象。比如，只愿“担当”容易的，不愿担
当棘手的；只愿“担当”虚套的，不愿担当实际的；只愿“担当”既
成的，不愿担当创新的；只愿“担当”给上边“看”的，不愿担当群
众盼的；只愿“担当”现得利的，不愿担当打基础、谋长远的。

更有甚者，把公器私用，不执行议事规则的独断专行、
拍脑袋决策，当作敢担当；把不坚决主动执行上级要求的虚
与委蛇，当作敢担当；把能为“小兄弟”们遮风挡雨，当作敢担
当。如此种种，就是“担当”被异化的表现，其实质是假担当、
乱担当，危害极大。

担当精神不可或缺。正如桥的价值在于承载，人的价值
就在于担当。警惕“担当”被异化，就必须解决好为谁担当、担
当什么、如何担当的问题。

为谁担当？当然是为人民担当，为党的事业担当。为民
担当，风雨可度。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增强使命意识和
责任意识，为民担当、为党分忧，勤业敬业、无私奉献，真正
把心思放在事业发展上，把精力用在推动工作上，把功夫下
在为民解忧上，多一点舍我其谁的勇气、一心为公的大气、
放手拼搏的胆气，才能够释放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强大正
能量，在真抓实干中提高能力、成就事业。

担当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长足进步，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各
种矛盾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党员干部讲担当，就是要在其
位谋其政，以“舍我其谁”的精神、“勇立潮头”的担当，竭尽全
力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尤其是在难题面前，要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在矛盾面前，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
要敢作敢为、敢担责任。

如何担当？担当不是空谈，担当的勇气和底气来自于领
导干部科学发展的能力，来自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对于
领导干部来说，想担当、敢担当、能担当，关键在于养成实事
求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才能为群众多办事、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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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监考”的本质是转嫁教育责任
唐伟

不找准家长学校互动的结合点，不厘清最基本的教育责任，当下教

育的误区就会越陷越深

近日，南京二十九中有学生家长反映，
该校实行高三年级学生家长轮流替代老师
进行监考、自习课值班。这一做法引起很大
争议，但校务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称，由家
长值早班、替监考、值晚自习等是由家委会
研究决定的。问及具体情况，他表示自己没
有权限接受记者采访，得由校领导返校后再
行决定。

监考 、值班 ，这些原本应由老师来承
担的事务性工作 ，结果由学生家长替代 ，
并以制度的形式得到固化，显然极不合
理。从现实来看，时间上的冲突 、制度化的
管控 ，也使得家长们苦不堪言。尤其对于
一些工作本就繁忙的家长来说，这种额外
的责任就会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个由

家委会研究的做法，究竟是家校互动的良
方，还是转嫁责任的借口呢？

学校成立家长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
便于家长增进对学校工作的了解 、理解和
监督 ，增强学校工作的透明度。从初衷上
讲，这样的制度设计并无问题。毕竟，好的
教育离不开家校的互动，也需要家长全面
参与。家委会的介入与参与 ，让学校的办
学更开放 、民主，同时也能发挥家长的主
观能动性 ，让他们由客体变主体 ，由被动
变主动 ，从而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献计献
策。

不过，家长只是间接的参与者，不应该
成为直接的管理者。这是基于其自身定位
的需要，也是出于维持教育的秩序需要。术

业有专攻，让家长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并
承担大量事务性工作，比如值早班、替监
考 、值晚自习等，属于明显的责任转嫁。

这既与家委会设立的初衷背离，也与间
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目的相违背。

家长当然可以参与学校的管理，并
给出应有的建议，但绝不能实行角色替
代，甚至异化为额外的负担。在国外，家
长也会热衷于学校事务的管理，并扮演
积极的辅助者角色。不过 ，这种角色与
责任有一个边界，不影响双方的正常交
流与沟通，也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与
烦恼。若是基于家委会的商讨 ，而使管
理或者辅助成为一种强制性义务，而无
以获得绝大多数家长的支持，那么只能

说 ，家委会看似民主的决定 ，已形成了一
种权力性的伤害。

眼下 ，在“家校互动”和“共同目的”

的口号下 ，家长们承担了太多的教育负
担 ，以至于“学 生的作 业 成 了家长的烦
恼”。现在很多人不断发出“家长不易”的
感叹：不仅要扮演好家长的角色 ，还得充
当“编外老师”的角色。在所谓的“家校合
作”的名义下 ，一些学校把一部分自身事
务转移给家长 ，比如除了监督孩子做作
业 ，还要检查其作业的对与错并签名 ，否
则孩子就无法交差 。与此同时 ，大量的
“奇葩作业”表面上是布置给孩子的，结
果却是家长在背后策划、制作。

从某种意义讲，让家长替老师监考和
自习值班 ，表面上是家校互动的深化，实
质上则是责任转嫁的延续。然而对于此 ，
很多家长却并没有反对 ，甚至认为“自愿
参与”理应获得支持。不找准家长学校互
动的结合点，不厘清最基本的教育责任 ，
当下教育的误区就会越陷越深。

新华社记者孙闻、周勉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乎人心向背，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要
避免人亡政息、政怠宦成的历史重演，反腐败就必须保持高压态势，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

整治误导销售

保监会近日就《保险销售
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稿中明确要求保险公司
通过各种信息技术手段采集影
音、图像等方式，记录和保存保
险销售过程关键环节内容，实
现销售行为重要信息可回看、
问题可查询、责任可追究。

漫画：曹一

重拳整治销售误导的举
措，短期内可能会给保险公司
带来诸如技术成本增加、第三
方渠道不予配合等问题，可能
会对一些保险公司的销售业
绩造成一定影响。但换来的将
是保险消费者的长期信任，换
来的将是公司、行业基业的牢
固基石。

出事才查难治旅游乱象
新华社记者姚兵

从讽刺游客“一毛不拔”，辱骂游客是“无赖”，到威胁
游客买翡翠必须人手一件否则别想离开云南……刚过去
的国庆“黄金周”，云南导游强制购物消费 、辱骂游客事件
接二连三被曝光，根据云南省有关部门近日通报，涉事导
游及涉事旅行社都已被处罚。

如此公然违法违规的行为，为何频频发生？恐怕不能
止于出事才查，还要多从日常监管上下功夫。有关部门应
深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 ，精准施策 ，方能解决根本问
题。以导游垫资为例，这种依赖“压榨导游”“强制消费”为
盈利模式的旅游企业，平日是否得到过警告？对于辱骂游
客的导游，是否有相应的监督考核机制，处罚措施是否起
到震慑效应？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对症下药，才能避
免走曝光、查处、通报然后再犯再查的“套路”。

旅游业不仅事关地方经济发展，也是塑造地方形象
的一张名片 。如果游客屡屡在同一个地方上演“人在囧
途”，恐怕以后就会用脚投票了。因此，强化政府监管，规
范旅游市场秩序，既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又平衡好游客与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之间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才
能从根本上杜绝旅游乱象，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8 日电

不忘初心，走好新长征路
新华社记者宋晓东

80 载岁月峥嵘，纵然时代变迁，但长征烙印在中华民
族灵魂深处的红色印记，从未淡去。面向未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刚刚启程，唯有不忘初心，才能走好
新的长征路。

二万五千里长征，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用鲜血与汗水
铸就了中华民族今天的辉煌。回首往昔，翻雪山、过草地、
战伏击，在充满困难和曲折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舍生
忘死 、浴血奋战，以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一次次在生死
攸关之际赢取胜利，谱写出中国革命最壮丽的篇章。

长征的胜利是革命精神的胜利。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情怀，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坚定意志，不怕牺
牲 、决一死战的英雄豪气……长征精神让中国共产党人
战胜了血与火的洗礼，也成为激励中国人民赢得革命斗
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明镜照形，古事知今。80 载岁月更迭，几代人不懈努
力，今天的中国不仅“站起来”“富起来”，更“强起来”，创造
了人类史上的发展奇迹，昂然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践
行，成为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我们继续弘扬长征精神，
去书写新的篇章。

新长征永远在路上。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继承弘扬伟大的
长征精神，坚忍不拔 、自强不息，传递红色基因，让中华民
族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焕发出璀璨的时代光芒，永远激
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新的长征路
上，我们要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才能凝聚起最强大的
力量，以横刀立马的气概、开天辟地的豪迈，在新长征路
上不断攻坚克难。

新华社郑州 10 月 18 日电

■及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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