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月，合肥一企业给宿州埇桥区
一所学校的 30 名贫困学生每人送去
1200 元钱爱心款。有家长反映，还没等
孩子们拿到钱，学校就要求学生每人拿
出200元，共计6000元，请企业及学校、
村镇干部吃饭。学校负责人向记者承
认，学校的确向学生们“筹集”饭钱，但
后来没有使用，已经陆续退还。

贫困学生受助爱心款，居然要请赞
助人吃饭，否则就得不到爱心款，这事，

先别急着骂学校领导。校领导当然不对，
但有些事，毕竟不是哪个人、哪些人“发
明”的。比如，爱心企业的人“自远方来”，
不吃顿饭热乎热乎，面子上过不去；不但
是学校的面子，村里、镇上，面子都过不
去。小学校、贫困生接受爱心捐赠的问题
上，按理说，就别讲什么“面子文化”了
吧；但学校一讲面子，不管是献爱心的企
业人士，还是大小村镇干部，全都给面
子，都能吃得下去、喝得下去，说明这种
文化有市场，很多人都是认同的。

再说“吃文化”。表达感情、感激或
表示热情，不吃不喝就表达不出来，就
不算表示，就不够真诚，甚至，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表示”，这种“文化”在民
间和官方都流行甚广。你看，爱心企业
的人受不了学校的热情挽留，学校请

了，他们就吃了。如果他们不吃，婉言谢
绝，这顿宴席也就没戏了，6000 元钱就
可以省下来。企业人士称，不知道这顿
饭钱是出自爱心款，认为学校太不道德
了。可他们就没想想：学校有钱请吃饭，
为啥没钱关爱穷学生？没有想想：省下
这顿饭钱，能为学校做多少有益的事？
没有想想：自己来献爱心的目的是什
么？一边奉献着爱心，一边吃着学校，这
叫什么事？笔者无意非议谁等，只是有
些感慨：对“吃文化”的认同度咋这么
高，一顿“爱心赞助”的饭局，居然去了
七八十人，不但有村干部，还有镇政府
人员……人们咋就这么庸俗？

再说说“扶贫慰问文化”与“慰问感
恩文化”。爱心款要被扣下“感恩”的饭
钱，真的不是小学校“发明”的。逢年过

节，各级部门、各界到社区、乡村慰问贫
困户之后，有些社区、村都会让被慰问
者“吐”回一些来，去“请慰问者吃饭”，
不知大家听说过没。至于说请了谁或进
了谁的腰包，则是另一回事了。

慰问贫困户、孤寡老人等，主要目
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年节时改善一
下生活。但有些慰问活动，主要目的似
乎是为了突出领导；“突出”的方式，一
个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比如要拍
照、录像；一个是送钱送物品，不是简单
的送到，而必须要有仪式，有动静，或说
仪式更重要、不可或缺。企业捐助贫困
小学生的爱心款，如果形式从简，比如
汇过来，或委托相关机构义务送达并监
督，不搞“活动现场”，还会有这顿“感恩
宴席”吗？

“食不言，寝不语”，这句流传了两
千多年的古训，在广东省中山市一所学
校得到了实践。中山市纪中三鑫凯茵学
校推出了“无声食堂”，倡导就餐过程
中，学生安静文明用餐，以微笑、眼神以
及统一的手势语与老师沟通，从而达到
集体安静、有序就餐的要求。校方表示，
倡导“无声食堂”，不是说绝对不准讲
话，如确需沟通，要尽量做到轻声细语，
不对周围人造成干扰。

应该说，学校的出发点确实不错，
目的正是在于通过“无声食堂”的开设，
培养孩子养成文明有序的习惯。而且，

“无声食堂”还形成了一种常态，学生们
夹菜添饭都需要用手势，并没有嘈杂的
说话声。不过，对于“无声食堂”而言，并
不只是具有优点和长处，也存在一定的
弊端和不足，值得校方进一步反思。

众所周知，作为学生，他们正处于
活泼好动的年龄段，同学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更是必不可少。在课堂上，学生们
往往要遵守课堂秩序、认真听讲，同学
之间不会进行随意的沟通和交流。而下
课休息，时间非常短促，学生们还要上
厕所、做体操等等，也缺少沟通的时间
保障。那么，对于学生们来说，午餐必然
是最理想的沟通时刻。在这个阶段，大
家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畅谈学习、生活，
释放学业中的压力，岂不好哉？

其实，学生们就餐时的“无声”，并
不代表他们内心中秉持认同理念。在学
校中，学生遵守相应的规则，都是自上
而下的强压，学生们只会被动接受，而
没有任何发言权。或许，有的学生保持
抵触情绪，但在校方的强大意志面前，
只能无奈屈从。在这种模式下，即便学
生们在表面上养成了文明有序的习惯，
但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掺杂了其他的
强权支配因素。如此之下，对于学生们
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不仅不可能产生理
想效果，甚至最终背道而驰。

管理和培养学生，不止是在表面上
做文章，而是应该注重细节处的完善和
落实，真正让教育理念得到学生的认同。
学生具有天真活泼的本性，校方就应该
在教育模式中，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空
间，而不是完全束缚他们的自由。在课堂
上，应该给予严格的监督和管理，让学生
们都能学到知识，提高自身学习成绩。而
午餐时间，本就是释放压力、舒缓身心的
时间段，为何还要对他们要求如此苛刻
呢？试想，学生们之间，师生之间都是面
面相觑，缺乏相应的沟通交流，这种吃饭
场合又该有多么别扭和冷漠呢？

作为校方，不妨立足于学生们的权
益视角，多考虑他们的特性和需求，让
教育管理模式更加接地气。假如，禁锢
了学生们的本真，抹杀了学生们的天
性，即便教育方式具有光鲜的外表，又
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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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涤明 内蒙古职员

□刘建国 山东法官

温州姑娘的病情
何以成新闻

□范子军 江苏教师

“无声食堂”矫枉过正禁锢孩子本真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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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 江苏媒体人

都说国内看病难、看病贵，言下之
意，国外医疗技术好、看病还不难。不
过，全家移居意大利的温州姑娘小羽
却不这么觉得，如果不是回到国内看
病，她还真不敢想象结果会怎么样。恰
巧就在昨天，明星李冰冰发微博，感叹
自己在澳大利亚连续发烧 15 天但医
生都查不出病因，最终还是回到国内
治疗后康复出院。

以上只是一则报道的说法。该报
道披露，小羽姑娘 3 个月前在意大利
做妇科手术后一直高烧不退，走投无
路之下听从中国台湾医生的建议回国
治病，被确诊为心内膜炎并得到及时
治疗，现已回到意大利继续康复治疗。
我们当然该为小羽感到庆幸，也不用
怀疑我国医疗技术完全可能胜于国外
水平的现实。不过读罢这样的新闻还
是让人免不了心存些许狐疑。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作为不明真
相的围观者，当然不能先入为主地怀疑
巧合的存在，不过，李冰冰看病“外转
内”的事儿早已是过去时，只是最近才
主动爆料出来，小羽的经历同样如此，
倘若没有李冰冰微博再次抖落那个故
事，小羽惊人相似的遭遇会迅速进入媒
体的视线吗？自始至终只有小羽一个人
的过程陈述，未免让人觉得更像是依葫
芦画瓢刻意“复制”出来的“新闻”。

从报道披露的情节来看，小羽所
患的心内膜炎算不上疑难杂症，如果
去意大利大医院治疗真的没辙？人在
意大利却听从远在台岛的医生的建
议，也似乎说不大过去，建议她回国而
不是去别的医院治疗，又有多少真实
性、合理性可言？国内接诊医院、医生的
点名道姓，对病情病理的详细分析，开辟

“绿色通道”助其后续康复的热情周到，
倒似乎显露出“借题发挥”的广告痕迹。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有良医，也
有庸医，基层医疗条件也偏弱，原本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家庭医生医技不
够娴熟，输液会扎出血来，也完全有可
能。即便温州姑娘的经历跟李冰冰一
样真实可信，也不足以得出国外看病
难、国内看病易的结论，否则多少显得
罔顾事实和草率，倘或以此为噱头搞
商业炒作，那职业良心又值得拷问一
番了。

广州梁女士通过南沙一家保姆
介绍所，请了个保姆照顾 70 岁的婆
婆。请工时这位保姆讲，“如果做了几
天老人就死了，也要支付一个月的工
资。”梁女士没有想到，这样一句话竟
然暗藏杀机。上班3天后，这个保姆竟
然毒杀了老人。让人恐惧的是，这名
保姆落网后承认做保姆期间曾杀害
10名老人。

即便坐在南方有暖气的房间里，
看到这则新闻依然“凉从心头起”。如
果真的只是上三天班贪图一个月的
薪水，这样的动机也太可怕了。应该
相信，这只是一起个例，但“恐怖保
姆”依然给我们带来了养老思考。

能够请保姆的家庭，经济状况一
般都不错，钱可能不是大问题。放眼
未来，能够请得起、愿意请保姆的家
庭，也会越来越多。可请来了保姆，也
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固然，“恐怖保
姆”只是极端的个例，可保姆的照顾
真的贴心暖心吗？老人真的开心吗？
子女真能放心吗？这一切恐怕都要打
问号。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真实
的情况，可能超乎想象。

现在，很多人把老年社会的挑战
更多寄望于养老产业的发展。不说养
老市场的成熟发展还需要付出艰辛
的努力，即便有一天我们获得了政策
和资金的突破，实现了普遍的社会化
养老，难道就没有新的烦恼吗？那种
每天对着保姆的日子，真是老人们想

要的吗？保姆本身的素质和爱心，又
能够托起老年社会的希望吗？

就市场而言，保姆素质确实是一
个十分尖锐的大问题。而要解决这个
问题，不仅需要专业的训练，还要让
保姆这个行业富有含金量。换而言
之，要让保姆有尊严，让他们的地位
和收入都要得到社会尊重。也只有这
样，才会有更多高素质、有爱心的人
士进入这个行业。可在我们这个对服
务行业人员的尊重还很欠缺的社会
中，这一天何时能够到来？我们能够
指望在不久的将来，保姆这个行业也
能成为社会尊敬的行业吗？

而且，家庭关系永远都是爱的关
系，“养儿防老”中的亲情纽带，永远
都不可能被“花钱养老”取代。过去媒
体报道了大量的“好儿子”“好儿媳”
的故事，他们数十年如一日贴心照顾
老人，也感动着无数人。就未来而言，
这样的故事还有续集吗？如果全部推
向社会，肯定也就不会有了。当然，社
会已然过了那个阶段，很多家庭可能
不具备“居家养老”的条件，但能够

“居家养老”的还是应该尽量。即便迫
不得已走向“社会养老”，也不应该把
照顾老人的责任完全交给保姆。这种
子女的责任，不是钱能取代的。

老年社会挑战可能超乎我们想象。
这里既有钱的问题，也有情的问题。对
很多人来说，可能钱的问题暂时很重
要，可真要解决了钱的问题，就会发现
其实情更重要。而这，不仅涉及保姆的
素质问题，还涉及为人子女的责任。

“恐怖保姆”带来的养老思考

怎么看？
成华区已步入蓄势突破、后

发赶超的上升通道

站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 ，成
华区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成
华区有关负责人认为，从宏观
大势和省市形势来看，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而
具体到成华区所面临的态势，
随 着 四 川 出 川 大 通 道 提 速 建
设、成都经济圈交通网络加密
构建，尤其是成都东客站投入
运营，正将成华推向成资内渝、
成南遂渝、成德绵等主要经济
发展带的桥头堡和枢纽门户的
位置，全区交通区位加速升级，
成华已步入蓄势突破、后发赶
超的上升通道。

在经历“东调”、“北改”两轮
城市“腾笼换鸟”、产业“退二进
三”后，目前成华区拥有大量未开
发利用的土地资源，可以成片规
划、高端切入，一步到位重构城市

空间和产业功能区布局，升级产
业结构。

怎么办？
确立六大主要发展目标，加快

建设“现代城东宜人成华”

虽然成华区已步入蓄势突
破、后发赶超的上升通道，但保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仍然面临
不少挑战，让成华区不得不时刻
保持如履薄冰的状态。在此背景
下，成华区提出“十三五”时期发
展的主要目标，即建设“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北改优城典范区、创
新创业引领区、绿色生态宜人区、
社会治理标杆区、共享富民幸福
区”，以“六区”建设加快打造“现
代城东、宜人成华”，建设现代化
国际化新成华区。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打造新
常态下成华区经济发展升级版，实
现由“传统工业物流集散地”向“现
代服务业汇集地”的转型升级，经

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力
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
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
一番以上。

北改优城典范区。大力推进北
改工程从“点状突破”向“面上开
花”，力争投资总量和实物量继续保
持“北改”三个区首位，实现由“生
产”为主的传统老工业区向“宜人”
为本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区转型，在
全市率先建成畅通城北、发达城北
和宜人城北。

创新创业引领区。以打通“政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军民深度
融合创新“两个通道”为突破口，
建设立足西部、服务全国、面向全
球的创新创业高地。

绿色生态宜人区。生态文明
建设深入推进，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稳步增长，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42%以上，城区环境更加优美，绿
色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社会治理标杆区。以“全国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示范
区）”建设为抓手，积极探索“互联

网+社会治理”模式，区域治理服务
“大联动”等改革创新取得决定性
成果，初步建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先进城区。

共 享 富 民 幸 福 区 。实 现 教
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优质公
共资源全面覆盖，全区人民共建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机制更加完
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度不
断增强。

如何干？
创新驱动发展引领 提升成

华未来发展质效

创新，是成华未来发展的底
色。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体制机
制创新为主攻方向，成华区将推
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蓬勃发展，建设创新创业
引领区。

在体制机制上，将着眼破除
创新驱动发展瓶颈制约，系统构
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深化
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
权“三权”改革。同时搭建创新创
业平台，鼓励、吸引和支持各类
投资主体打造“创业苗圃+孵化
器+加速器”梯级创业孵化体系
和大学生创业园“一园多点”的
格局。

在产业创新上，构建产业新
体系，坚持“强二优三”发展导
向，积极运用“互联网+”等新兴
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
展新经济模式，进一步做大做强
石油总部集群、电力总部集群，
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总部。推进枢纽经济率先发展，
将新客站城际商旅城等打造成
枢纽经济引擎。大力发展高端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等现代都市工
业，将东郊工业区的资源禀赋转
化为发展优势，促进都市工业高
端发展。构建服务业新体系，加
快推进新成华大道聚集区、新客
站聚集区和熊猫大道聚集区等
服务业重点聚集区建设。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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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四川大学城市研
究所所长何一民：

成 华 区 以“ 北
改 ”工 程 为 引 领 ，
着力打造“北改优
城 典 范 区 ”，并 进
一步完善和提升城
市服务功能，构建
与现代化国际化大
都市核心区相匹配
的城市空间，实现
由传统城市向现代
城市转型，工业文
明向现代生态文明
转型，而这将有助
于成华实现由“生
产”为主的传统老
工 业 区 向“ 宜 人 ”
为本的现代化国际
城区转型。

四川创新社会
发展与管理研
究院区域经济
学者龚伯达：

成华区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思路，
构建“政产学研用”
协同机制，整合利用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理工大学、电子十一
院等高校和科研院
所资源，打造环电子
科大知识经济圈、成
都理工大学科技园，
将推进环高校知识
经济圈等科技创新
产业园区和“成都互
联网科技产业高地”
建设。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成华区规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加快“六区”建设，打造“现代城东 宜人成华”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成华

20202020 年年 ，，
力争地区生产总力争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千亿元大值突破千亿元大
关关，，城乡居民收城乡居民收
入在入在 20102010年基年基
础上翻一番以础上翻一番以
上上；；加快创新发加快创新发
展展、、协调发展协调发展、、绿绿
色发展色发展、、开放发开放发
展等展等，，确保率先确保率先
高标准全面建成高标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成小康社会……成
都商报记者从昨都商报记者从昨
日召开的成华区日召开的成华区
委六届八次全体委六届八次全体
会议上获悉会议上获悉，《，《中中
共成华区委关于共成华区委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建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议》》已经出炉已经出炉，，未未
来五年来五年，，成华区成华区
将通过加快产业将通过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转型升级示范
区区、、北改优城典北改优城典
范区范区、、创新创业创新创业
引领区引领区、、绿色生绿色生
态宜人区态宜人区、、社会社会
治理标杆区治理标杆区、、共共
享富民幸福区享富民幸福区

““六区六区””支撑目标支撑目标
体系建设体系建设，，全力全力
打造打造““现代城东现代城东、、
宜人成华宜人成华”，”，建设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新现代化国际化新
成华成华，，高标准率高标准率
先全面建成小康先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社会。。

过去五年，成华区紧紧围绕
“现代城东、宜人成华”发展定位，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实
施“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
略，深入实施交通兴城、产业立城、
北改优城、开放活城和环境宜城等
系列兴区战役。

在经济上，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接连跨上三个百亿台阶，预计2015
年将达到696亿元，人均GDP将突
破1.1万美元，建设路“百亿商圈”、
猛追湾“千亿总部集群”、龙潭总部
经济城“千亿产业园区”、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等产业集群的辐射和带
动效应日益增强。

在城市功能上，以“北改”一号
工程为龙头，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累
计整理土地1.5万亩，实现建区以来
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全区路网密
度由原来的4.7千米/平方公里提升
至 2015 年的 6.2 千米/平方公里。
2015 年成华区改造实物量持续位
居全市“北改”三个区之首，城北经
济实力、城市面貌、居民生活实现明
显改善和大幅提升，率先实现“三年
见成效”的目标。

此外，成华区还坚持把创新创
业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
引擎，深入实施“创业天府·圆梦成
华”行动计划，梯级创新创业体系
逐步形成，其中环电子科大知识经
济圈今年可望实现产值150亿元。
2015年新规划建设“339全球创客
中心”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5 个，
全区累计已达10个。

成华区大力提升民生福祉，针
对曾经薄弱的教育，成华新建成28
所配套中小学（幼儿园），新增学位
2.1 万余个，教育均衡化、现代化、
国际化水平整体提升。

2015年人均GDP
将突破1.1万美元

制定行动路线图
加快推进“六区”建设

回望

蓝图

声音

众多总部企业已进驻成华龙潭总部经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