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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圆桌

近日，央视发布了国民大数据，调查发现：年收入在
30万形成一个幸福的拐点。超过30万的家庭随着收入
越高，幸福感逐渐下降。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高收
入群体幸福感低于8万-12万的家庭。他们当中，感觉
到“不幸福”的人群比例几乎与低收入群体（年收入1
万-3万元）相当。

跟昨天的自己比幸福

宋鹏伟：很多调查都显
示，同等条件下，富裕的人
比贫穷的人更感到幸福。
这个很好理解，生活更有保
障，需求更容易被满足。只
是，当一个人的多数需要基
本被满足时，他的获得感可
能会上涨乏力甚至停滞不
前，虽然他的财富可能依旧
在迅速增加。这就是人们
常说的“幸福拐点现象”，表
现在生活中：富人与普通人
在幸福感上的差距，远不如
金钱差距那么大。

从获得幸福感的角度
来看，其实穷人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财富增加一
点，幸福感就会迅速上升。
反倒是富人，当赚钱已不再
是为了满足个人生活需求
时，幸福感的获得就要向别
处寻了。罗素说过，幸福一
部分靠外界环境，一部分靠
个人自己。人们常说“有钱
有闲”，如果忙得昏天黑地，

既没有个人爱好的空间，也
没有陪伴家人的时间，让自
己异化为一台赚钱机器，幸
福感可能就成为了奢侈品。

莫言在获得诺奖后就
曾说过，真不觉得有多幸
福，但在别人眼里恐怕不得
不幸福。在很多人眼中，你
都得了诺奖，够幸福的了。
而在莫言心中，诺奖不会填
满所有的幸福需求，起码那
点奖金在北京也买不了多
大的房子，而只要有压力和
焦虑便难言幸福。

对每个人而言，如何增
加 自 己 的 幸 福 感 才 是 关
键。经济窘迫时，先把财富
短板补起来是头等大事；生
活稳定后，全方位提升自身
幸福感，而不要将“没别人
有钱”当做不幸福的理由。
财富只是提升幸福感的工
具之一，绝不是全部。赛道
上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别人，
而永远是昨天的自己。

弹性放学不是学校的“紧箍咒”
□张强

针对基础教育阶段放学早、
家长接孩子困难等问题，南京今
年全面推行小学弹性离校，现已
实施近一个月。新华社记者采访
发现，报名弹性离校的家长在接
送时间上有早有晚，给学校安全
管理带来较大挑战。在最后一个
孩子被接走前，学校的“神经”都
得一直紧绷着。

今年两会，弹性放学成了代
表委员热议的一个话题。最近几
天，西安和济南也在紧锣密鼓地
准备试行弹性放学。提起弹性放
学，很多人都会提起南京经验，因
为南京早在2013年就进行了弹性
放学的试点，今年更是在全市范
围内进行了全面推广。不过，让
人觉得有点意外的是，南京本地
不少学校却正在陷入困扰，留校
做什么？时间怎么弹性？校内托
管谁来办？这些都是学校必须面

对的现实问题。
很多人认为，弹性放学的最

大作用，是解决了家长无法按时
接孩子这一痛点。当然，这是从
家长的角度来考虑的。从孩子的
角度出发，弹性放学不应该只是
把他们圈在校园里，如何让这段
时间更加有趣而且有益，是他们
更关心的。从学校的角度出发，
弹性放学本身就意味着学校将承
担更多义务教育之外的责任，孩
子的身体安全以及活动内容都是
他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家长希望
学校能提供更多“增值服务”，学
校则无力承担更多额外义务，矛
盾与困扰不免由此产生。

其实，所谓“义务教育”，本身
应该是一个三方参与的过程——
家长有义务让孩子接受教育，学校
有义务提供教育服务，政府则有义
务为此提供各方面便利与保障。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习惯于从家长
和学校两方面分析义务教育的义

务，而忽略政府责任，这其实是一
个很大的误区。如果没有了政府
积极参与，类似的难题很难解决。
简单说，家长因为忙于工作希望孩
子多在学校待一会儿的心情可以
理解，不过，延长了学校和老师的
工作时间，增加了相应的工作量之
后，谁来为他们做出补偿呢？

关于这个问题，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在两会上解释得很清楚，
针对弹性放学，他表示将分三步
走推行，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财政补贴等方式适当补助；二是
建立家长谈判机制，适当收取费
用；三是不能把这段时间又变成
上课时间，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
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正所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给学校更
多的经费来源，才能保障学校有
能力提供更加周到和灵活的服
务。南京目前遭遇的困境，其实
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教育部三步
走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厕所费”折射扭曲的医疗价格
□张贵峰 文 朱慧卿 图

据《华商报》报道，最近，西安
市孟大爷的老伴在陕西省中医院
住院，给医院交费时，发现里面还
有一项“厕所费”，每天收8元钱。
他老伴住的是三人间，每人每天
都要交费，这项收费令孟先生很
纳闷，住院上个厕所居然还要交
钱？医院方面称，该收费的依据
是《陕西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2011版)》。

虽然医院已给出了相关收费
依据，但“厕所费”的荒唐仍是显
而易见、毋庸置疑的。在住院病
人已缴纳了“床位费”情况下，再
额外收取“厕所费”，无疑有明显
的“巧立名目、重复收费”嫌疑
——病人住院治病所缴纳的“床
位费”难道不应自动包含“如厕”
这样的起码生活服务的费用，岂
能再另行加收费用？如果这样的
医院收费，也是可以的，那么病人

住院所使用的床单、被褥、枕头，
岂不也得加收费用？

要彻底避免“厕所费”之类荒
唐医院收费，必须加速推进公立
医院改革进程，改变严重扭曲的
医疗价格现状，在破除“以药养

医”的同时，尽快理顺医疗服务
价格，构建合理的价格体系体
制，既让不合理、该降的医疗价
格降下来，又让合理、真正体现
医护人员价值的医疗价格能真正
提上来。

对于公众来说，每起骗局的曝光都是一个警示；对于职能部门来说，在查处个案的同
时，举一反三扎紧制度的篱笆同样不可或缺。（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AⅠ·08版）

关键词今日评论

以短期高收益诱惑老年人高
价购买收藏品，并许诺到期高价
回购，然后关门跑路。之后改头
换面成立新公司，继续联系受害
人，承诺帮忙出手藏品，但要求老
人继续购买新公司的藏品，然后
再次跑路。接下来又有拍卖行跟
进，答应帮忙老人出手藏品，但要
求先预缴宣传费、个税……一连
串的骗局令人眼花缭乱，目前案
件已分别交由郑州市公安局和郑
州市文化旅游局办理，仍在侦办
过程中。

最近几年，不少别有用心的
人把目光锁定在老年人身上，以

“优惠”为幌子，想方设法欺骗老
年人，试图以此诈骗钱财。从最
初的送鸡蛋，到后来免费体检、送
保健品，类似的诈骗手段不断花
样翻新，但始终万变不离其宗
——先以小恩小惠取得老年人信

任，然后再痛下“狠手”实施诈骗。
虽然类似的骗局屡见不鲜，

然而，此次却显然不同以往。如
此步步为营设下连环套，显然是
欺负老人好糊弄，因此想最大限
度地榨取利益。人至老年，各方
面精力与判断力都不免会下降，
再加上有些老人急欲为家庭贡献
一些“余热”，因此很容易被骗子
盯上。其实，不要说老年人，面对
不断花样翻新的各类骗局，年轻
人稍有不慎也会“中招”：网上经
常看到一些“只要付邮费，就免费
赠送××”的广告，如果你真的付
了邮费就会发现，所谓免费赠送
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廉价商品，
其价值远远低于你所付的邮费。

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句话对
热衷于投资的人来说格外贴切。
表面上看起来，老人的麻烦由贪
图小便宜所引起，如果不是轻信

所谓“短期高收益”的说辞，也不
至于陷入步步紧逼的陷阱。不
过，在提醒老年人提高警惕的同
时，有个现实问题不得不考虑
——“骗”之所以养大成“局”，多
半不是一时兴起，不仅经过精心
策划，而且都经过了有针对性的

“彩排”，寻常人等难能一时看得
清楚。

从这种意义上说，提高警惕
不给骗子以可乘之机固然重要，
比这更重要的是，职能部门能否
顺藤摸瓜，粉碎环环相扣的黑色
产业链。在别有用心者“漫天撒
网”广布骗局的过程中，如果能尽
早发现、及时介入，公共安全就能
多一分保障。对于公众来说，每
起骗局的曝光都是一个警示；对
于职能部门来说，在查处个案的
同时，举一反三扎紧制度的篱笆
同样不可或缺。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别让小“骗”养大成“局”

因为老师在考试时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动，平时成绩
中下的学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原来，老师只是
把试卷放大了一倍，再给学生做。想到这个点子的老师
叫孙志君，是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申花校区四(11)班
的班主任，前天，她把这个尝试发到了朋友圈，家长们纷
纷点赞。

试卷放大一倍彰显教育之善

孟木二梓：只不过是将
考试卷放大了一倍，居然会
有如此奇效，这恐怕出乎很
多人的意料。

但这样做，绝非老师心
血来潮，而是有科学依据
的。有专家调查发现，有
30%的孩子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读写障碍，其原因和孩
子的智商无关，而是由于孩
子视知觉弱造成的。而所
谓视知觉，在心理学中是指
一种将到达眼睛的可见光
信息解释，并利用其来计划
或行动的能力。通俗地说，
就是孩子看见了某种东西
后一是反应过程慢，二是书
写动作迟缓、困难，在孩子
身上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写
字比较慢、错别字相对多一
些。如果时间久了，还会造
成孩子注意力分散，孩子考
试考不好、学习成绩也不好
也就在所难免了。现在，老
师把考试卷放大一倍，不仅
看得很清楚，而且也不容易
产生视觉疲劳，这就扫除了
视知觉弱学生的学习障碍，
自然能考出好成绩了。

很显然，对用放大一倍
的考试卷给学生考试这一

“小小的变动”，我们绝不能
单纯地看作是科学的进步，
其表现出来的其实是教育
之善。过去，我们常说要科

学施教、因人施教，可真正
用到教学实践上实在是少
之又少。特别是在应试教
育大环境下，学校、老师都
是以成绩为中心，而忽略了
学生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因
素，甚至把学生贴上“好
生”、“差生”的标签，殊不知
很多“差生”其实都是非常
聪明的，在其他方面的表现
也很优秀，但由于缺乏应有
的耐心，对这些孩子我们往
往是一棍子打死。现在，杭
州这位老师却不是简单地
否定学生，而是换一种方法
来考察孩子，这说明我们的
教育回到了以学生为本的
正轨，真正做到了科学施
教、因人施教，这不仅是学
生之幸，更显出教育之善，
值得我们为之点赞，更值得
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效仿。

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