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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招募万名退休教师到农村义务讲学
新华社消息 为进一

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
设，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优
势资源，教育部、财政部
近日研究制定《银龄讲学
计划实施方案》，面向社

会公开招募一批优秀退
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
师、高级教师等到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讲学，发挥优
秀退休教师引领示范作
用，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
根据方案，我国将在

2018年 ~2 020年招募1万
名讲学教师，原单位返聘
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银
龄讲学计划。讲学教师服

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
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
讲学。

方案指出，招募到的
讲学教师可以根据自己
的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

教学为主的讲学活动，
同时也可根据受援学校
的教育教学需求进行听
课评课、开设公开课、研
讨课或专题讲座，指导
青年教师、协助学校做

好教学管理和开展教研
活动等丰富多样的讲学
活动。

方案要求，首批讲学
教师应于2018年秋季到
位。 （施雨岑）

苗寨新貌
近年来，广西融水苗

族自治县通过加大对双龙

沟森林旅游度假区的建设

力度，立足“农旅结合、以

旅促农、统筹城乡、全面发

展”的战略，打造原生态苗

族文化体验园，在位于县

城郊区的景区内建设梦呜

苗寨，让进城的贫困户住

进复原建设的老房子，保

持熟悉的生产生活环境。

同时，景区提供工程维护、

绿化保洁、游乐设施管理、

田园管理等工作岗位，保

证每个贫困家庭都有稳定

工资收入。此外，贫困户还

可以通过制作销售民族手

工艺品、为游客表演民族

歌舞等，多渠道增加收入。

目前，还在建设中的

梦呜苗寨已经有该县杆洞

乡锦洞村10多户苗族贫困

家庭入住，景区计划引入

100户到苗寨来生活工作。

摄影/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新华社消息 针对有
美官员称美中未能达成解
决贸易分歧协议的责任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7月19日表示，中方一直
在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
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
歧，为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尽
了最大努力。美方有关官员
如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超

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令人感
到震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有报道称，美国白宫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
洛称，美中未能达成解决贸
易分歧的协议，责任在中国。
现在球在中国一边，只要中
方拿出令人满意的方案，美
方可以停止对中国商品加

征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国商务部

7月12日声明已经完整还原
了中美就经贸问题进行接
触磋商的全过程，中方一直
在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
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
歧，为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尽
了最大努力。全世界关注中
美经贸关系的人也都通过

媒体全程跟踪了事态发展
的整个过程。

“当着全世界人民的
面，美方有关官员如此颠倒
黑白、倒打一耙，令人感到
震惊。”她说，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美方行为只能
再次严重损害自身信誉，也
完全无益于解决问题。

（闫子敏）

《人民日报》消息 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7月
19日消息，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
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情况。2018年上
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接受信访举报168.3万件
次，处置问题线索74万件，
谈话函询15.4万件次，立案
30.2万件，处分24万人（其
中党纪处分20.1万人）。处
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28
人，厅局级干部1500余人，

县处级干部1万人，乡科级
干部3.7万人，一般干部4.5
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
员14.6万人。

2018年上半年，全国
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处理68.4万

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
44.2万人次，占“四种形态”
处理总人次的64.6%；第二
种 形 态 18.9 万 人 次 ，占
27.7%；第三种形态3.2万人
次，占4.7%；第四种形态2.1
万人次，占3%。 （姜 洁）

最高法：
离婚案件最长可设
3个月冷静期
《新京报》消息 近日，最高法发文规定，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不超
过3个月的冷静期。

冷静期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开展调
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等工作。冷静期结束，人民法
院应通知双方当事人。

上述规定出自最高法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中。记者注
意到，最高法目前尚未对外发布该文件，但在最高法
召开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总结
大会暨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文件内容已经公
开。 （王梦遥）

中国第9次北极科考队
昨日出征
《科技日报》消息 记者7月19日从自然资源部获

悉，我国第9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于20日乘坐“雪龙”号，
从上海出发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

据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夏立民介绍，“雪
龙”号计划航程12300多海里，预计9月下旬返回上海
港。

这是自然资源部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极地考察
活动。

我国前七次北极科考均以科研项目调查为主，第
8次开始尝试业务化调查。即将出行的第9次科考，则
首次将两者相结合，将以“雪龙”号船为平台，推进国
家北极业务化观/监测网建设。

本次科考还邀请了法国、美国等国的科学家在海
洋、环境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陈 瑜）

中国姐妹在日遇害案续：
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23年
《人民日报》消息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因涉嫌杀

害中国籍姐妹的日本无业人员岩崎龙也，7月20日被
横滨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3年。

2017年7月13日晚，日本警方在神奈川县秦野市
寺山的山林中找到装有两具尸体的旅行袋。日本警方
判断为此前失踪的中国两姐妹陈宝兰、陈宝珍的遗
体。随后，日本男子岩崎龙也因涉嫌杀人、弃尸等罪名
被捕。

日本神奈川县警方15日公布了在日遇害的中国
籍姐妹的尸检报告，2人死亡时间为2017年7月上旬，
皆因脖子被勒住窒息死亡。

警方于8月11日以杀人嫌疑再次逮捕了岩崎龙
也，岩崎否认起诉内容称“全不属实”，辩方律师也主
张被告无罪。 （宗 文）

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24万人

外交部：中方为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尽了最大努力

7月18日，杆洞乡锦洞村的贫困户

们扛着芦笙去排练节目。

7月19日，50岁的贫

困户潘校荣正在景区

内清除杂草。潘校荣在

景区绿化部工作，爱人

是保洁员，两人一个月

的收入将近5000元。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分

散性强降雨。暴雨之后，一

些地方出现城市内涝、滑

坡、山洪等险情。“在家里

‘看海’”“喜提‘内陆海景

房’”等网络调侃的背后，警

醒城市管理者必须做好城

市汛期安全的考题。

一场暴雨，考验的不仅

是城市的下水道，还有管理

者的规划能力，更检验出城

市与自然相处的水平。城市

发生内涝的原因很多，既有

极端天气的原因，也有应急

措施不足、排水管网不发达

等原因，但根本还在于快速

城镇化的过程中忽略了对

“城市病”的预防。事实证

明，人口过快集聚，高楼、马

路、水泥地不断扩张，虽然

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但忽视

疏浚天然排涝系统的建设，

终究会给生活添堵。

城市是个有机体，是人

类利用、改造自然的产物。

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建设

现代文明城市应该追寻的

方向。如果走反了，就可能

“一损俱损”。上世纪90年代

初，某市水域约占全市面积

的25%，但在快速城市化背

景下，各类水体不断被填

塞，湖泊的“蓄水池”功能日

益弱化。一入汛期，内涝频

频，年年“看海”。据统计，

200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

发生200多起不同程度的城

市内涝灾害。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协调城市与自然的关

系，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善

待土地，能否科学规划、节

制开发、有序用地。

城市发展，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

在面对内涝时，拥有更多空

间和能力。更长远地看，加

强城市地下和地上基础设

施建设，能否变泄为蓄，将

雨水就地消纳利用，化害为

利？是否可把硬化的河堤恢

复成自然河道，用土地、草

地让硬化的地面透气？如此

“留白”，可能会牺牲部分商

业利益，却会让市民的生活

质量得以提高，实质上是城

市发展理念更新的体现。为

城市“留白”不仅体现审美

品位，而且关乎生态环境，

城市管理者不妨细细考量，

怎么才能做好这道民生考

题。

评论投稿信箱：

bfxbbtxw@163.com，请

注明“本土声音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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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涝频发呼唤城市“留白”
文/黄策舆

◎◎头条锐评

代餐食品
文/石 羚 画/曹 一

“绿色健康，有饱腹感”、“热量低，零脂肪”、“7天瘦5

斤”……如今，市面上涌现出代餐冲饮、代餐奶昔、代餐饮

料等形式多样的代餐食品。然而，其中却有不少乱象，有的

夸大宣传，迎合消费者减肥心理，有的则假冒“大牌”，实则

生产于小作坊，还有的甚至连热量表等基本信息都没有，

质量堪忧。这正是：代餐藏乱象，制假售假忙。减肥属噱头，

切莫轻上当。

为了缓解市区停车难
问题，包头市交管部门在
有条件的街区、路边、小区
楼下施划了大量公共停车
位。然而，近期青山区交管
大队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不
少餐饮店、汽车修理厂霸占
了门前的公共停车位，让许
多车主“望位兴叹”。（7月20
日《北方新报》）

私占公共停车位为何

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不抢

的话自家车也没地方停”、

“谁抢着算谁的”占据了主

导。当第一个人的占位行为

得不到清理和处罚，破窗效

应之下，一场争先恐后的“圈

地运动”便会上演。

私占停车位考量的是商

家公德心，也考验着政府现

代治理能力。尽管这几年在

治理占位乱象上，专项行动

一个接一个，突击整治一轮

接一轮，但霸占公共停车位

却像“打不死的小强”那般顽

强，原因应当在两个方面：一

是监管权责不清、执法力度

不够，且处于“有诉才理”的被

动局面；二是罚则“点到为

止”，不足以树立法律警示。

所以，破解占位之困需

要一把法治之锁，牢固确立

“占位必罚”的心理预期。对职

能部门来讲，只要严管重罚、

严惩不贷，通过清理全覆盖、

多杀“回马枪”，让必罚明威成

为一种常态，就能化解这个

城市管理顽疾。同时，正如个

人违法犯罪将留有“案底”一

样，占位屡教不改的也应留

有“案底”，通过行业协会干

预、建立“黑名单”制度，以及

从银行贷款、扩大经营等方

面进行限制，从而“倒逼”其循

规蹈矩。破解占位之困，只要

持续强化行政监管和全民监

督，“治”与“防”并重，“法”与

“德”并用，就能创造良好的公

共秩序，让公共空间焕发应

有的活力。

央视最近报道，近年来

风头很足的所谓大师手工制

作武夷山岩茶，动辄每斤售

价高达上万元、十几万元甚

至几十万元。7月15日，福建省

南平市市委、市政府提出将

坚决扼制天价茶的6项措施，

包括严格“特级制茶工艺师”

评选评定，对“没有参与茶叶

加工就随意签名”的，坚决取

缔特级制茶工艺师荣誉称号。

饮茶文化广受民众喜爱，

也带来了制茶产业的繁荣，这

本是文化与经济的正常互动，

无须求全责备。然而，徒有其

名的天价茶，让茶文化异化

成少数人附庸风雅的炫富工

具，也让茶叶经济中虚假营

销遍布，茶叶本身的养生和

文化价值，也在无形间受到

严重贬损。

泛滥的制茶大师，也是

茶叶经济虚火过旺的表征。

实际上，有的大师仅仅负责

监制，有的纯粹只是大师签

了一个名，茶叶的价格立刻

翻几倍甚至十倍以上。大师

称号应当是行业自发给予匠

人的尊敬和认可。如果大师

成了一种随意颁发的头衔，

被人为附加各种利益，称号

就难免变味。一些“大师”醉心

于成名后的利益，对茶文化

一知半解，甚至连最基本的

爱岗敬业都做不到，让人不

得不追问，这样的“大师”称号

又有何用？

大师，是公众表达对工匠

精神的敬意，而个别牟利之徒

只会从中嗅到商机。在某些行

业协会和地方政府的助推下，

大师的称号变得庸俗化。久而

久之，大师的公信力也在丧

失。现实中，那些一心利用大

师名号招摇撞骗的人，只能坏

了大师的名头，伤害整个茶行

业。

天价茶，用制茶大师的头

衔忽悠人，违背了茶文化的传

统。茶商也应当明白这样的道

理，靠天价固然能够赢得一时

暴利，但一个行业要想长久发

展，终究还是要工于匠心，用

品质赢得市场的认可。

朋友圈疯转的伪科普是谁炮制的？
文/温 文

在不少中老年人的微信朋友圈，往往能看到转发

的大量所谓“科学研究表明”文章。开头都“科普范儿”，

充斥高深晦涩的专业名词、“重量级”专家解读、“权威”

数据援引。近日，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伪科普式

虚假医疗广告，大多集中于两性疾病、健康养生等领

域，被一些民营医疗机构或商家利用，包装宣传其产品

或服务。

对于这类伪科普信息，相信许多人应该不会太陌

生，它们经常出现在朋友圈或者亲戚群里。面对这些伪

科普，别说一些缺乏相关科学常识的人，就是许多文化

程度较高的人也经常缺乏“免疫能力”，时不时中招。

原因是，这类伪科普信息不是一眼能看穿的粗制

滥造的营销帖，或者有明确标识的广告，而是利用了人

性中的认知偏好精心炮制而出。一句话，它就是专门为

让人“入坑”而来，其伪装术堪称科普界的“竹节虫”。

可是，伪科普就是伪科普，不会是真的，伪装得再

精巧，也依然假的真不了。这种伪科普文章，提供的是

假信息、假逻辑、假论证，对人当然也就只能造成误导，

不可能产生任何正面作用。实际上，在医药、养生领域，

由此类伪科普造成的伤残、中毒、毁容、延误治疗、病情

加剧等恶果，简直数不胜数。

比如，此前有人打着科普的名义，断言所有疫苗都

有害，劝告父母别给宝宝打疫苗，导致一些父母产生

“疫苗恐慌症”。但实际上，疫苗为人类的健康筑起疾病

预防的绿色城墙，让无数人远离传染病侵扰，大大降低

了流行病的发病率，甚至消灭了像天花这样的疾病。

这次新华社的调查报道表明，许多伪科普文章的

炮制，其实是源自一些人处心积虑、有策划、有诉求的

刻意炮制，背后是一些人见不得光的蝇营狗苟。不少伪

科普其实是真广告，伪科普信息本身是许多不法商家

逃避广告审查义务的手段。

从法律角度上说，炮制伪科普文章实施广告宣传，

无异虚假广告，显然是违反了《广告法》中对于广告真

实性的最基本的要求。虽然伪科普文章利用了信息传

播和广告宣传之间模糊的地带，但背后的利益诉求却

是很难掩盖的。另外，一些伪科普炮制者，本身就相当

无知，为了达到传播效果，往往刻意夸大某类疾病的严

重程度、传播速度。如此，那就是在编造虚假信息，可能

触犯《刑法》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可以说，打击恶意炮制伪科普的行为，于法有据，

相关部门以及一些自媒体平台也不妨行动起来，真正

从“生产”端堵住此类虚假错谬信息的出现。科普之

益，在于其真，炮制伪科普违背了科学伦理和法律的

底线，依法打击，相信也是许多深受其害的网友盼望

已久的事情。

破解占位之困还需多把钥匙
文/徐剑锋

◎◎百姓话题

莫让天价茶毁了大师的名头
文/王钟的

◎◎不吐不快

◎◎画外音
◎◎网友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