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看到昆明小学生陈某石“癌症研究获奖”

时，很多人惊呼“神童”。一个小学生能写出

“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的高

精尖论文，智力逆天了。

后来，这名小学生说“还是不太了解基

因”，专家说该研究“至少要硕士研究生以上水

平才能独立操作”，再结合其父母均为中科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现实，大家恍然大

悟：父母做研究、孩子拿成果，只不过“捧力过

猛”“替子成龙”罢了。这位研究员父亲的“致

歉声明”，把“翻车”归因于自己“过度参与”了

这个科研项目，把作弊、捉刀、弄虚作假，粉饰

得如此清新脱俗，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事情的重点在于，既然事后负责调查的专

家组认定，“项目研究报告的专业程度超出了

作者认知水平和写作能力”，第 34 届云南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评奖时，为什么不把

住这道关口，把奖项颁给了一个不可能独立完

成项目的作者？

由媒体报道可知，从大赛的评审专家专业

背景、资历来看，甄别参赛者是否作假、是独立

研究还是借他人力量，应该非常简单。但为什

么还是放了水？除了是否有暗箱操作、责任到

底谁负的问题，一个依循常理的推测恐怕是，

这样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原本就是为“抢

跑学习”“超前教育”而准备的，是社会为迎合

这种焦虑心理而“开发”的产品，是为“拔苗助

长”提供的便利通道。这折射的，是家长急于

为孩子积累优势的短视行为与粗暴做法，也是

某种扭曲的社会氛围和机制。

最近还有一名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女。14

岁的浙江慈溪少女岑怡诺，不光有“宇宙超能

量品牌创始人、全球青少年领袖学习会创始

人”等“霸气侧漏”且“山寨”味道十足的简历，

更有“一天能写 300 首词牌、2000 首诗、15000

字小说”的魔幻才华。高产诗人陆游，一生作

诗不过 8000余首。一天 24小时、1440分钟，要

写 2000 首诗，大概每 42 秒出一首，算到这里，

简直要对这位天才少女望风而拜了。看了她

演讲视频的网友如此调侃，“流淌着南派传销

的贵族血统”。

小小年纪就被拔苗助长得这么“社会”，不

知道她是否甘之如饴。从她不断加码的“社会

职务”和演讲现场的观众反应来看，欣赏、赞叹

的社会反馈，近乎形成了一种变相的鼓励机

制。说不定，这位天才少女还成了不少家长挂

在嘴边的“别人家的孩子”呢。随便到网上一

搜，类似“癌症研究”的奖项不胜枚举，各种“神

童”“天才”的技能才华俯拾皆是。有患上“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焦虑症的父母，便有了“拔

苗助长”的种种伎俩，有了“焦急成长”的孩子

们，也有了类似评奖、头衔等社会“拔苗”生产

线。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着客观规律而

不可逾越，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王安石

笔下“伤仲永”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邑人奇

之”“稍稍宾客其父”的社会氛围，导致他的父

亲整天带他四处炫耀，荒废了学习，最终，天才

的仲永“泯然众人矣”。

创新来不得半点虚假，教育公平也不容亵

渎。最该强基础的领域，如果任由搭便车走捷

径的行为泛滥，后果不堪设想。社会各界再也

不能“惯着”这样的父母和孩子了，必须坚守底

线、尊重规律、遵守规则、恪守公平。否则，给

孩子送的“超前礼物”，社会早晚会标上价格还

给孩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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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

创新来不得半点虚假，教育公
平也不容亵渎。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应届大学毕业生李施瑾是“公众号博主”，她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
告诉父母，“公众号博主”也是正当职业。教育部最新的就业指标统计标准，明确将互联网营
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纳入自由职业的范围。6 图/赵顺清

“替子成龙”，结局注定“伤仲永”

□栗中西

6 万多粉丝的“大 V”医闹，遇上有 400 多

万粉丝的医生，场面会怎么样？

日前，这个魔幻画面发生在浙江金华一

所医院内。两男一女来到医院，称对前晚的

治疗不满，一会儿要缝针一会儿又不缝，反复

多次，还开着直播“诉苦”。至于苦在哪儿，不

说清楚也不提诉求，只说“怎么做你自己知

道”，专门在护士台绕着打转、和网友热烈互

动。护士无法工作，只好求助有 400多万粉丝

的医生“白衣山猫”，医生也打开手机对着直

播。最后，医院报警，警方到场后闹事的才消

停，连连道歉。

只要“老铁”够多，哪里都是主场，全民直

播大环境下这种心态害人不浅。来医院的三

人，自称主播和演员，“6 万粉丝”“很大很大的

东北知名大 V”。强调这一点，恐怕是因为在

他们眼里，粉丝和流量就是自己狐假虎威的

资本，用激情叙事掩盖是非曲直，用人身攻击

取代平等协商。

没想到结果狠狠打脸，“大 V”医生以牙

还牙，用自己的百万粉丝流量“降维打击”。

这种做法是否是最佳处理方式另说，但医生

至 少 有 一 点 说 得 没 错 ：“ 粉 丝 再 多 ，也 要 讲

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别把胡搅蛮缠当有

趣，别把无知无畏当有理，恣意挑战公序良

俗、挑战法律底线。这毛病，必须治。否则，

受害的肯定是自己。

为什么病患及同行者威胁称在直播，却

不直接提诉求呢？他们的“小算盘”大家多少

能猜到：借助“大 V”名头吓唬吓唬医生护士，

能出口气最好，闹这么一场让自己收获更多

围观、更多打赏，岂不更妙？流量就是经济，

说不定“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呢？至于用什

么方法成名，那就不管不顾了。

粉丝文化中对这种靠招黑出名的行为，

有个专门名词叫“黑红”，黑到深处红。只要

豁得出去，招骂、招黑、招人不齿又怎么样，人

红了就有钱赚。这种红真能持久吗？网红经

济是生意，任何生意都有其必须遵循的商道

准则，讲究取之有道，并不是豁得出去就行。

缺少羞耻感、道德感，是非观、价值观混乱，有

几个粉丝就膨胀，什么规矩都敢破，什么钱都

敢 赚 ，迟 早 会 被 网 络 的 力 量 反 噬 ，轻 则“ 翻

车”，重则遭遇法律严惩。6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段时间，一些从事

网络黑产交易的不法分子，利用电商平台批量倒

卖非法获取的人脸等身份信息和“照片活化”网络

工具及教程。专家提醒，这些人脸信息有可能被

用于虚假注册、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脸识别被广泛

应用于各种场景，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也给

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专业人士指出，只要有

一张人脸高清照片，就能重建仿真人脸模型，并可

以模拟真人“眨眨眼、抬抬头、张张嘴”，从而顺利骗

过人脸识别系统。保障人脸信息安全该提速了。

在依法严惩利用人脸信息进行违法犯罪的同时，

要提高公众防范意识，厘清人脸识别边界，加强网

络平台监管，筑牢信息安全防火墙，强化全链条监

管，切断人脸信息非法采集、销售的源头。2

（张淳艺）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基层干部

在遇到难题向上级请示时，曾收到过“按规定办”

的回复。这让基层干部十分困惑：如果知道如何

办，按哪些规定办，谁还会去请示上级啊？

部分上级单位为何会滥用“按规定办”？从

《半月谈》记者的调研看，有的上级单位“不会办”，

中央文件已发布，地方执行细则尚未出台，甚至尚

未开展相关调研，或者有的政策本身“相互打架”，

只能用“按规定办”来应付基层；有的上级单位“不

敢办”，在没有国家层面明确政策的情况下，一不

小心就是雷区，在容错机制不完善之下，不敢轻举

妄动；有的上级单位“不愿办”，自身也没有处理权

限，仍需层层向上请示汇报，程序繁琐、时效太慢，

费时费力，干脆以“按规定办”搪塞。

无论哪种情形导致滥用“按规定办”，都是不

作为、不担当的表现。上下级是领导与被领导的

关系，在基层组织、基层干部面前，上级单位理当

强化责任意识，有主见、能主事，在其位、谋其政。

遇到“不会办”事项，则要带领基层钻研政策，开展

调研，依据现有政策尽量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面

临“不敢办”事项时，则要向基层干部阐明担心，反

馈给更上一级研究解决；“不愿办”则无道理可言，

激发基层干部斗志，上级单位要葆有斗志。

治理滥用“按规定办”，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对随便将“按规定办”当作挡箭牌的领导干部予以

严厉处置；要建立健全容错机制，为勇于担当作为

的干部，提供制度保障；要让各项政策尽可能更具

针对性、可操作性，谋划政策之初多些调研和论证，

争取让政策的操作性更强，能够拿来就用且管用，

既能解决眼前问题，还能给类似问题明确处理标

准。如此，方能让基层不需要再层层请示。6

（何勇海）

提速“刷脸”安全保护

“按规定办”不能滥用

开着直播医闹，活该打脸

又可以组团跨省游了，俺第一时间为您准备了精品线路、精彩活动、优惠福利——

一、精彩活动乐不停

（一）“品河洛文化，享清凉山水”避暑度
假季

1.栾川县推出“避暑游栾川，你来我买单”
活动。老君山举办观海避暑节、重渡沟举办
音乐啤酒狂欢节、伏牛山清凉界草原风情节
等避暑主题活动；

2.隋唐洛阳城推出“乐游一夏 夜游九洲”
系列活动，以“夜游九洲唐潮季”为主题，将

“唐潮礼、唐潮艺、唐潮趣、唐潮购”相结合，开
展“唐潮毕业季”“帐篷音乐节”等活动；隋唐
城遗址植物园开展2020年首届赏荷游园会；

3.洛阳旅发集团依托享游洛阳平台，推出
古都夜八点“有理来洛，来洛有礼”系列促销
活动；

4.万安山七彩大峡谷开展千米雾森仙境
赏游季；

5.汝阳恐龙谷漂流举办“中原生态漂流
节”。

（二）“研学洛阳，读懂中国”系列研学旅
行活动

1.东方博物馆之都研学营地开营仪式
时间：7月22日
地点：定鼎门天街
内容：东方博物馆之都研学营地开营；洛

阳市研学旅行发展联盟发布洛阳研学旅行精
品课程；举办洛阳市精品研学课程大赛，培育
一批高质量的研学机构和研学导师。

2.洛阳研学旅行精品推广活动
（1）龙门石窟开展“起东山·跃龙门”研学

旅行季，采取“学堂+旅行”“夜游+体验”“龙
门+周边”“常规+定制”的研学旅行运营模式，
设计、推出“黄河与龙门的故事”“研学书法美
术”等六大主题课程；

（2）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发布“最早中

国”探源之旅研学系列活动；
（3）伊川二程文化园开展“理学”“国学大

讲堂”系列活动；
（4）老城区洛邑古城推出古城研学游，新

增沉浸益智游戏等10余项趣味活动；
（5）汝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科学少

年”综合实践活动；
（6）洛阳广播电视台推出“游河洛，品人

文，学历史”研学活动。
（三）“自游洛阳，乐享山水”系列自驾游

活动
1.洛阳都市圈自驾游联盟洛阳游活动
时间：7月22日
内容：组织自驾游行业协会，联动郑州、

三门峡、焦作、济源、平顶山、南阳、晋城、运
城、临汾等洛阳都市圈9个客源地城市，推出

“穿越古今·纵情山水”“大河怀古”“伏牛览
胜”“洛水溯源”“自在休闲”等四条暑期精品
自驾游线路。

2.自驾游精品活动
（1）新安县举办“心安之旅 乐游新安”自

驾游活动；
（2）洛宁县举办首届自驾露营暨洛宁

小吃畅享节，推出“邂逅洛神”自驾清凉之
旅、“田园乡愁”自驾研学之旅、“洛书探源”
自驾文化之旅、“纵情山水”自驾越野之旅
四条主题线路，并推出“洛宁小吃，1 元来
吃”活动。

二、优惠福利享不停

（一）发放文旅消费券
面向全国来洛度假游、避暑游、研学游、

自驾游游客派发3亿元文旅消费券，首期栾川
县通过支付宝平台面向全省游客发行1.28亿
元避暑券。

（二）省外团队景区优惠

AAAAA级景区：龙门石窟（原价90元，
平日特惠价60元）、白云山（五折）、老君山（五
折）、鸡冠洞（五折）、龙潭大峡谷（五折），
AAAA 级景区：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
（五折）等6家优质景区面向省外预约团队游
客施行门票价格优惠。

（三）省外团队酒店优惠
五星级酒店：洛阳东山宾馆、钼都利豪国

际饭店；4星级酒店：华阳广场国际大饭店、牡
丹城宾馆、友谊宾馆、牡丹大酒店、欣源国际
盛世王城酒店、龙门凤翔温泉度假酒店、颐君
大厦、航空城酒店、丽都国际酒店等 11家优
质星级饭店面向省外团队游客施行客房每10
间免1间的优惠政策。

另据了解，为了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
打造国际人文交往中心和国际文化旅游名
城，扩大洛阳城市品牌影响力，今年暑期，洛
阳还将举办“豫见快手 嗨在洛阳”快手网红
文旅大会、“洛阳文旅局局长面对面”旅游推
介直播、洛阳文化旅游（郑州）推介会等活动，
并继“古都夜八点”后，重磅推出“快乐星期
三”文旅消费日品牌及系列惠民活动，推动全
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相关链接：
奇境栾川避暑券领取、使用方法

领取：消费者通过支付宝搜索或扫码进
入活动页面，登记手机号码，即可获得奇境栾
川避暑券大礼包（总价值 380元），每个礼包
含奇境栾川欢游券3张（价值150元）、奇境栾
川好宿券4张（价值100元），奇境栾川美食券
3张（价值60元），奇境栾川嗨购券4张（价值
40元），奇境栾川加油券1张（价值30元）。

使用：1.奇境栾川欢游券，用于景区门票
消费，价值150元，可等额购买栾川10个参与
活动景区门票（老君山、鸡冠洞、重渡沟、龙峪
湾、养子沟、伏牛山滑雪乐园、抱犊寨、天河大
峡谷、王府竹海、竹海野生动物园），单张多张
均可，结余部分可继续到其他景区使用，不足
部分由个人承担；

2.奇境栾川好宿券，用于栾川县参加活动
酒店（农家宾馆）住宿消费，金额为消费满100
元减25元，每消费满100元可使用1张，结算
核销即享优惠；

3.奇境栾川美食券，主要用于参加活动餐
饮店就餐消费，金额为消费满100元减20元，
每消费满 100元可使用一张（不可与其他平
台发行团购券、优惠券同时使用），结算核销
即享优惠；

4.奇境栾川嗨购券，主要用于栾川印象
店购物消费，金额为满消费100减10元，每消
费满100元可使用一张，结算核销即享优惠；

5.奇境栾川加油券，主要用于参加活动的
加油站加油消费，金额为消费满200元减 30
元，每消费满200元可使用一张，结算核销即享
优惠。

避暑券投放时间：7月下旬
避暑券使用有效期：8月1日至8月31日

□朱天玉

7月 14日，文旅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旅游

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恢复跨

省（区、市）团队旅游。

为适应新形势，抢抓市场恢复先机。洛阳市

委市政府迅速反应、快速行动，于7月 15日下午召

开 2020 享游洛阳暑期文化旅游活动新闻发布

会，针对省外团队游客和避暑、度假、研学、自驾游

客，重点推出“遇见洛阳，邂逅清凉”“研学洛阳，读

懂中国”“自游洛阳，乐享山水”三大系列百余项文

旅活动，并将面向游客发放3亿元文旅消费券。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同志表示，将

全面贯彻落实省、市文化旅游大会精神，常态化疫

情防控中推动文旅产业健康发展，在文旅部全面

放开跨省团队游的新形势下，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需求，繁荣暑期文化旅游市场。同时，该

局将按照省、市部署要求，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聚焦聚力实施产业提质、消费提力、

基建提级、动能提档、都市圈提速“五提”行动，大

力挖掘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文旅消费升级。

那么，本次活动有哪些亮点？又有哪些福利呢？

国家AAAAA级景区老君山

遇 见 洛 阳 邂 逅 清 凉

九洲池全息夜游

“遇见洛阳 邂逅清凉”2020享游洛阳
暑期文化旅游活动新闻发布会现场

龙门石窟夜景龙门石窟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