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已是全球出境旅游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据统计， 2013 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 达 
9818 万人， 2014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破亿。国人 
走出国门， 领略的是异域风光， 展示的也是中 
国形象。然而近年来， 中国旅游者的形象却不 

那么尽如人意。一则则报道国人不文明行为的 
新闻传回国内， 勾勒出了一幅国人在境外失态 
的 “浮世绘” ： 国内一演员在太平洋潜水捞出了 

“中华” 烟盒、 埃及的历史古迹上出现了汉字的 
“到此一游” 、 中国旅客在国际航班上斗殴导致 
飞机返航等等。这些行为， 让每个看到报道的 
国人都感到尴尬汗颜。 

一两个个体行为， 聚合起来容易被人贴上 
群体的标签。因为个体的表现， 让 “中国游客” 

似乎成了一个特殊群体， 需要 “私人定制” 的服 
务： 有的地方竖起了中文的 “请勿喧哗” 标语， 

一些场所的工作人员用汉语喊出了 “请排队” ， 
某些酒店也划出了中国游客特定的用餐区域 
等。这些情形有些属于境外居民对中国游客进 
行类型化看待的误解，但国人更该反思的是， 
中国游客为何容易给人一种礼仪欠缺的直面 

观感？中国游客对异域风俗的漠视和对自身习 
惯的坚持， 为何到哪都能 “惊起一滩鸥鹭” ？ 

不可否认， 国人旅游文明素质的提升同中 
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仍不相称， 文明素质的提 
升需要的是内化于心的坚持和外化于行的践 
行。2013 年付诸实施的旅游法， 对文明旅游有 
了明确的规定， 但如何制定更加严格、 更具可 
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来约束不文明行为， 尚有 
许多工作要做。相比韩国等国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对出境旅游者进行礼仪培训， 我国 
仍缺乏系统的出境游教育培训规划。 

更关键的是， 由于多数旅游行为并不触犯 
强制性规范， 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自觉自律。因 
此， 除了普遍提高公民素养， 出境旅游者更应 
有作为 “中国形象大使” 的意识和担当， 要意识 
到 “小我” 之外还有一个 “大我” 的存在， 认识到 

自己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用礼貌的 
言行举止去收获真诚的欢迎， 而不是靠一掷千 
金的阔气， 来博取国外商家表面的喜爱。 

每一个中国人在境外的表现， 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中国国民在境外是否受人尊敬， 决定着 
旅游商务等活动是否顺利， 代表的是中国的国 
家形象， 也事关国家软实力的强弱。每个出境 
旅游者都应该是中国形象大使， 要用文明得体 
的行为， 代表中国递出一张展示优秀文化的精 

彩名片。 
（摘自 《光明日报》） 

出境旅游者要有维护国家形象意识 

不动产登记已然启动， 房产税、 遗产税等 
强力手段一旦落地， 意味着投资性购房的持有 
成本和转卖成本将大幅提高， 相应的获利空间 
将大幅压缩， 这足以影响和左右投资性购房者 
的心理预期。尽管取消限贷已近乎回到申贷 

“零门槛” ， 但要再掀起一波热火朝天的购房浪 
潮， 谈何容易？ 

国庆长假前一天， 央行与银监会突然发布 
取消楼市限贷的通知， 对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 
住房的家庭， 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30%， 贷款 
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 0.7 倍，具体由银 
行根据风险情况自主确定， 对拥有 1 套住房并 
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 为改善居住条件 
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 银行执行 
首套房贷款政策； 允许银行与券商合作， 通过 
发行期限较长的专项金融债券扩大房贷资金 
的筹措来源和规模； 允许满足一定信用条件的 
开发商利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融资， 稳妥开 
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 

对上述四条新政， 尤其是取消限贷这关键 
一条， 市场既有突兀之感， 亦在意料之内。所谓 

“突兀” ， 在于此前大半年中， 除北京、 上海、 广 

州、 深圳四城市外， 其他实行限购的城市， 限购 
政策已陆续取消。随着此次限贷政策再作全覆 
盖式的取消， 意味着实施已近四年的 “双限” 政 
策近乎于全面退市。 

所谓 “意料之内” ， 在于从此前挤牙膏式的 

取消限购， 到这回一次性取消限贷， 说明在拉 
动经济增长中权重很大的国内楼市， 的确已经 
成为当下 “稳增长” 的一个明显拖累。楼市低迷 
不但直接影响投资， 影响各项税收， 影响到与 
楼市形成上下产业链的近 40 个行业、产业的 

增长幅度， 还因楼盘卖不动而波及了地方政府 
“卖地财政” 的年度盘子相应萎缩。从渐进式取 
消限购到一次性取消限贷， 政策之大变， 确有 
无从掩饰的稳增长之即期考虑隐含其中。 

连续十数年，每年 9 月和 10 月都是国内 
楼市的销售高峰期， 眼瞅着今年的 “金九” 已经 
泡了汤， 为尽量避免 “银十” 跟着再泡汤， 于是 
取消限贷的 “急不可耐” 显而易见。不过楼市有 

自己的运行规律， 规律由一系列市场因素所共 
同确立， 取消 “双限” 最多只是影响楼市走向的 
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国庆长假已经过完， 楼市 
却并未因 “双限” 的取消， 而重现昔日由 “温州 
炒房团” 引领的楼市疯狂。 

影响楼市走向的关键市场因素是， 当年激 
发楼市疯狂的基本面已不复存在。楼市投资和 
投机盛行时， 刚需购房者被迫高价购房； 现如 
今，保障房工程已经成为国家重点民生工程， 

大量的刚需持续经保障房渠道分批得以释放， 
促使楼市开始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身。刚 

需购房者虽仍总体缺乏议价权， 但却在不断平 
添与开发商 “耗下去” 的耐心和底气， 如果看不 
到保障房工程力度越来越大、 申购门槛持续降 

低的事实， 继续幻想取消 “双限” 尤其是取消限 
贷， 即可重新激活人们投资或投机性购房之欲 
望， 这样的幻想注定将要落空。 

影响楼市走向的关键改革因素是，全面深 
化改革已在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展开，改革 

举措之有力， 改革进展之快捷， 尤以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特别抢眼。不动产登记已然启动，房产 
税、 遗产税等强力调控手段早晚都会落地， 一旦 
落地，则意味着投资性购房的持有成本和转卖 
成本将大幅提高， 相应的获利空间将大幅压缩， 
这足以影响和左右投资性购房者的心理预期。 
尽管取消限贷已近乎回到申贷 “零门槛” ， 但要 
再掀起一波热火朝天的购房浪潮， 谈何容易？ 

购买首套房和购买改善居住条件为目的 
的二套房属刚性购房， 也是理性购房。眼下， 中 
国经济已然进入新常态， 取消限贷而未能刺激 
楼市再次 “井喷” ， 正在印证并将继续印证， 理 
性购房也将渐成国内楼市的新常态。理性购房 
态势成型后， 房价仍会起落波动， 但很难大起 
大落。一旦房价 “大起” ， 可立即重启 “双限” 等 
手段治标， 万一出现 “大落” ， 则可用放缓保障 
房供给节奏作为主要调控手段应急。 

（摘自 《北京青年报》） 

理性购房渐成国内楼市新常态 

近日， 太原一位彩民至少揽得 100 注福彩 
双色球头奖， 中得 5.2 亿元巨奖。这则 “一夜暴 
富”的消息很快成为热门话题或许并不意外， 
但舆论的焦点却不是感慨万千的羡慕嫉妒恨， 
而是对彩票公正性的普遍质疑。 

那些神秘的大奖中彩者， 几乎不曾在公众 
面前露过面， 他们中奖前后的故事往往也只流 
于民间的街谈巷议。面对中大奖这样天降横财 
的机会， 人们很容易产生猜测， 曾经曝光的几 
起彩票猫腻事件， 也催生过各种 “阴谋论” 。 

客观地说，在保护中奖人隐私的前提下， 
一定的保密性是必要的。然而， 这种看似正当 
的 “神秘” ， 事实上却涉及大量不明不白的资金 
流动。对一般人来说， 5.2 亿是个天文数字， 其 

中若真有隐情肯定不是一件小事。然而， 中奖 
这一环节显然还不是全部， 相比于某几个大奖 
的质疑， 整个彩票的封闭式运作恐怕才是更值 
得关注的大问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福利事业为募 
款名义的彩票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社会热度 
一直不减。可是，彩票究竟收入多少，支出 
情况如何，是否都用在了福利事业上，这些 
基本问题却几乎不在公共视野之下” 。不透明 

的结果必然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在这个意义 
上，与近年来遭遇信任危机的红会等机构相 
比，彩票涉及的资金数额只会更大，怕是也 
难逃一场清白拷问。 

除了潜藏的利益交换和腐败空间之外， 福 

彩不透明运作可能造成的破坏力还不止于此。 
福彩 “坐庄” 的合法性来源于公益属性， 来源于 
其福利事业的基础。然而， 如果福彩始终处于 
这样一种 “雾里看花” 的状态， 资金支出没有负 

责任的对外公开与交代， 公益性的体现只会越 
来越薄弱， 人们看到的只是博彩， 甚至只是投 
机。理论上， 中奖概率极低， 博彩方式是彩票不 
可忽视的一大特殊性，投注彩票以期中得大 

奖， 成为一种普遍心态， 营造成社会风气， 人们 
哪里还记得这是公益事业？ 

不记名不挂失、 电脑计票、 机械摇号， 接连 
诞生的一个个戴面具领奖的百万、 亿万富翁， 累 
积的彩池和偶尔开出的巨奖吊足彩民的胃口， 

吸引人们为了大奖继续投注……这些程序与模 
式基本上就是标准的博彩流水线，背后那激发 
与挖掘人们暴富欲念的 “动机” ， 隐隐若现。 若是 
剥除了福彩募集资金建设福利事业的具体影 
像， 福彩给人留下的印象， 就只剩下制造中奖赌 
徒的合法渠道， 反而没有了福利的色彩。 

福彩的主体部分本应是资金在福利事业 
上的运用，中奖只是其中一个次要的环节， 绝 
不是福彩的核心， 更不是福彩发行的目的和倡 

导的社会追求。应当明确的是， 福彩的发展必 
然是回归社会福利， 以公开透明为基础， 用现 
代化的规范运作塑造健康的公益形象。 

（摘自 《长江日报》） 

中奖并非是福彩发行目的 
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 这个 

问题太高端，不是我们这种外行所能回答的， 
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 有一个问题， 想斗 
胆提一提， 就不怕被内行笑话了—— —如果我们 
暂时还得不了诺奖， 我们能不能利用诺贝尔奖 
所奖励的科研成果？或者说： 获得诺奖的某项 
成果也许会给我们某种启示， 这个启示可能会 
对我们某个领域有用？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于 10 月 6 
日揭晓， 三位欧美科学家， 以发现人脑定位系统 
细胞而获奖。其实，这个科研成果所涉及的现 
象， 人们早已察觉到了， 即人的方向感和认路的 
能力有比较明显的强弱区别； 即使是同一个人， 
在同一个区域内，夜间的认路能力往往不及白 
天。还有不少人觉得， 似乎男性的方向感往往强 
于女性。但是， 没有规范的统计， 没有足够数量 

的样本， 肯定或否定这个说法； 即使有比较可靠 
的统计数字支持认路能力男强女弱的区别， 这 
个说法也难逃 “歧视女性” 的嫌疑。现在， 三位诺 
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在细胞水平上解释了人 （不 
论男女）的辨别方向和认路能力为什么会有差 
别。当然， 这个差别是否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有 
所改变， 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变， 是另一个 
问题。 

除了方向感和认路能力，我们还注意到， 

有的人擅长解决很抽象的数理问题， 有的人对 
语言比较敏感， 可以敏感到一个词语在一个语 
言环境里应该用口语表达还是用书面语表达 
更合适。甚至幼童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 有的 
幼童玩起机械类的拼装玩具， 可以一连玩几个 
小时， 有的幼童则碰都不碰一下。现在， 人脑定 
位细胞的发现， 启发我们联想或类推： 除了定 
向细胞， 人类的其他能力的强弱， 很可能也有 
相应的细胞在 “各负其责” ？报道说， 诺贝尔奖 

评选委员会说， 对大脑定位系统的认知， 可能 
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大脑空间记忆的中 
枢机制， 开启人类对记忆、 思考等认知过程理 
解的新篇章。 

人的个性或个性差异， 或者是兴趣爱好的 
区别， 可以从细胞水平得到解释， 至少对教育有 
很大的启示意义。 古有因材施教之说， 现代教育 
强调尊重并发展学生个性，都是符合人的生理 

状态的， 或者说是有其 “物质” 基础的。 明确了这 
一点， 教育改革往哪里改， 从什么地方着手改， 

就更明确， 因而也可以更坚定； 同时， 也应该更 
具体地落实到教学这个层次上，无论是教学内 
容的选择， 教学方法的设计， 都可以有， 也应该 
有更具操作性、 可行性的方案、 方法可供实验、 
选择。 

以前， 教育个性化的改革， 受制于教育评 

价体系的制约， 分理分科， 应试教育， 这些都阻 
碍了教育个性化。现在， 浙江上海率先试点高 
考改革， 废除文理分科， 就是为学生个性发展 
提供一个大环境， 解除原有高考评价体系这个 

“紧箍咒” ， 给了学校层面、 教学层面实施各种 
改革、 实验方案的空间； 教学层面表现主动性 
的空间至少是比过去更大了一些， 要宽松了一 
些。体制的松绑， 脑科学研究的进展， 两者相 
遇， 能否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取决于是 

否用实践来把握机会。 好的、 有活力的教育， 是 
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最基本也是最不可或 
缺的基础。 在暂时还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 
者时， 与其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 把基础教 
育的土壤改造好。 当我们的教育改革在寻找自 
己的位置和方向的时候， “定位细胞” 的研究成 
果也许能从非专业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一点借 
鉴和启迪？ 

（摘自 《钱江晚报》） 

一颗小细胞 能否助益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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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实 效 知 进 退 图 发 展 
—— — 谈 慈 善 救 助 三 原 则 

阴 任和君 

2014 年， 是我 国农 历马 年。 马年 说马 ， 
无论是经济、社会生活，大家都在期盼着。有 
人说，跟着马跑得再快，还是落在马后，只有 
骑在马背上、驾驭马，才能快步前进。慈善工 
作也一样，要快马加鞭地前行。同时，要有分 

析，要不断总结经验，追求实效，知道进退， 
再图发展。 

浙江省宁波市慈善总会成立 16 年以来， 
募集方面已经有了全国知名的“顺其自然”这 
张名片，这更促使慈善救助工作在善款的使用 
方面特别是救助效果上狠下功夫。 

求实效 增强善款使用的效益性 

慈善就是做好事，把好事办好，就要把募 

集到的善款用于救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群 
体。宁波市慈善总会自 1998 年 9 月成立以来， 
随着筹集善款扩大，救助力度不断增大。2005 
年前，全市救助金额每年有几千万元，2006 

年超过 1 亿元，以后逐年增加，去年达到 4.26 
亿 元 ， 截 至 今 年 6 月 ， 全 市 救 助 总 金 额 达 
30.42 亿元，占总募集数 70%以上，惠及 238 
万多人 （次）。市总会救助金额有 3.87 亿，近 
20 万人 （次） 得到扶助，取得较好效益。 

从救助范围来看，已覆盖扶贫帮困、公益 
事业、持助发展生产和义工服务四个领域，即 

从传统的安老、扶幼、济危、助困扩展到发展 
生产和义工服务。 

这是由于慈善理念从正名到逐步完善有个 
过程。这一过程慈善救助工作有三个转变，即 
传统救助向打造救助项目的转变，救助从输血 
型向造血型的转变，以及单一救助向募救相结 
合的转变。宁波市慈善总会自 2005 年开始实 
施的“彩虹助学”项目是募救结合的范例，每 
年 200 名需帮扶的大学在校生名单，一经媒体 
公布，社会热心人士纷纷结对，在不到二个工 

作日时间，就筹集到 60 万元善款。至今，已 
有 1691 名大学生得到帮助完成了学业或使学 
业不致中断。 

知进退 提高善款使用的合理性 

古人云， 万物必有盛衰， 万事必有弛张。即 
世间万物必定有茂盛和衰败， 动物有生老病死， 
植物有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直至枯萎， 万年龟、 

千年树毕竟少数。 万事也有弛张， 因为有成必有 
毁， 一成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慈善救助的内 

容之所以偶有变化， 也是这个道理。 
比如，由于外来工子弟学校及一些民办幼 

儿园逐渐公有化， 慈善救助应逐步退出， 但也并 
非全部退出， 有一个渐行渐退的过程， 使人们容 
易接受。2014 年，宁波市慈善总会扶持各县 

（市） 区乡镇小学、幼儿园共 27 所，这也是自 
2008 年以来，从不足 10 所开始逐年增加的结 
果。2015 年， 除海曙、 江东区外， 其余各县 （市） 
区各减一所， 即为 18 所。与今年相比， 有所减 

少， 但与前几年相比， 还是较多。 
又如在甬 12 所高校大学生助学， 2014 年以 

其一日捐上缴款予以补助。2015 年调整为高校 
在市慈善总会建立基金，鼓励大学师生积极捐 
款扩大捐款面， 增加善款数额。 基金既可用于困 
难学生助学， 也可用于教职工的大病救助。 再如 
助残方面， 也有进退， 有的区属学校、 移交给所 
在区慈善总会负责，有的市民政局主管的社会 

福利院校， 市慈善总会将在儿童节、 重阳节及助 
残日安排一些慰问活动，并适当增加宁波市精 
神病院康复基地的救助资金，都不再进行一般 

性救助。 
这样的有进有退，符合政策调整后慈善救 

助跟进的惯例， 也符合避免重复救助的原则， 是 
提高善款使用合理性的必然途径。 

图发展 体现善款使用的重要性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被 
实践验证的真理。 慈善事业也不例外。 慈善事业 
要不断发展壮大， 不能单纯地当收发机构， 要创 
造条件兴办自己的实体，如慈善养老院和平民 
医院等。 宁波慈善就是这样， 十多年前就兴办了 

养老机构颐乐园、方便困难群体看病的华慈医 
院。近几年又与有关部门合作办了精神病疗养 
康复基地， 以及服务自闭症患者的星宝中心。 

同时， 在善款使用上， 在一般救助即助学、 
助医、 安老基础上， 把扶困的重点放在发展生产 
上， 这是一个突破， 也是一个创新。 

2010 年起， 宁波慈善总会根据鄞州区等一 
些地方 “扶一把工程” 的成功做法， 推出 “双百 
帮扶”这个项目。即每年支出 100 万元，帮扶 

100 户困难农户发展生产， 达到脱贫目的。共使 
用善款 260 多万元，使大多数帮扶对象生活得 
到改善。如北仑区春晓镇有一村民通过几年扶 
助， 饲养獭兔， 除过生产生活各项开支， 年收入 

增加 8000 元以上。有人会说， 增加收入不抵投 
入， 何不直接救助？这是因为首次投入需要购 
置生产资料， 以后则可持续发展， 不需太多投 

入。这种以扶助生产脱贫的办法比一次性少量 
的困难救助效果要好。但是， 随着社会进步， 人 

们需求的提高，这种分散经营的办法风险较 
大， 难以摆脱灾害或疾病的困扰。于是， 从 2011 
年起，在北仑区春晓蔬菜基地原有基础上， 首 
次由市慈善总会拨款 10 万元予以支持。以后， 
又总结了鄞州和江北区办基地的经验， 提出举 
办扶贫基地的设想。条件是带头人不但是种养 
殖业能手，还必须具有一定管理能力与爱心， 
帮扶的困难农户在 10 户以上， 并能无偿提供籽 
种、 技术和销售服务， 以保证帮扶对象尽快脱 
贫。2012 年， 这种模式的扶贫基地发展到 6 个， 
除了春晓之外， 还有鄞州庄博、 祖芳， 江北的海 
珍和余姚小曹娥、 宁海振宁等粮食、 果蔬或养 
殖基地。他们在发挥集约经营帮困扶贫同时， 
还给附近的乡镇敬老院捐赠自产的优质大米 

或果品。2013 年和 2014 年又新增 10 处这样的 
基地。现在市慈善总会扶助的基地达到 16 个， 
总投入善款 330 万。 使 360 户困难农户， 能在基 
地帮扶下参加劳动挣工资， 或自己经营粮食果 

蔬， 还得到技术支持和确保销售。实践证明， 这 

种可持续的扶贫办法比起帮助一家一户单干 
风险小， 效益好。 

这几年，县 （市） 区慈善总会已建立这类 
基地 30 家，共投入资金 400 多万元，帮扶困 
难群众超过 600 户。其中，鄞州区自建基地 17 
家；镇海区有 6 家，覆盖了全区乡镇、街道； 

慈溪、宁海、象山等县市基地也都有 2 个以 
上。对于这些基地，凡属困难地区的，市慈善 
总会一次性补助 3 万元。 

截至目前，包括省市区共建的老蔡果蔬基 

地，全市共有各类基地 47 家，总投入近 800 
万元，帮扶对象近千户。比起市慈善总会的 

“双百帮扶“，即每年拿出 100 万元帮扶 100 
户农户来说，善款使用的平均化相对减少。但 
善款使用对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更加凸现，这 
已为世人所共识。 

从基地经营模式上，也 不时有改进与创 
新。以奉化市萧王庙街道大埠村扶贫基地为 

例，这个 400 多人的小山村自有村级经济年收 
入仅一万元左右。去年以来，村党支部、村委 
会一班人因地制宜，另辟蹊径，开展高山羊养 
殖和销售，以引领困难户脱贫致富。他们有 

500 多亩山地资源，可用于轮流放养高山羊， 
而不致破坏山林，还有一些有经验的养羊专业 
户。其中，年近五旬的吴朋云虽身患残疾，却 
是养羊能手，又是市慈善总会“双百帮扶”对 
象。前年他投资 2.5 万元，养羊 34 只，去年 

卖掉 17 只，每只 60 斤至 90 斤不等，毛羊每 

斤 30 元，净收入有 2 万元。现在，他的羊群 
有 74 只。有了这些有利条件，村里组织了吴 
朋云等 10 户人家进行高山羊养殖。这 10 户人 
家有 9 户户主都在 50 岁以上，除 1 户为低保 
户，大多户主患有残疾，但有一定劳力。针对 
这种情况，村里负责盖羊舍，提供饲料、药 
物，负责销售，参加基地的农户平日分散养 
羊，而失去劳力的可出资或以土地入股方式参 

加年终分红。这种模式可确保残疾人或失去劳 
力者都可得到益处，比每年一次性困难救助更 
有保障，也维护了人的自信和尊严。 

慈善救助是慈善事业的全部目的，还有许 
多可以探讨的问题。如何更有效的更符合实际 
的帮助困难群体发展生产、 脱贫致富， 还需要广 
大慈善工作者在全社会支持下进一步努力。 

一面是一线护士岗 
位频现“用人不足” ，一 
面是县级以上医院不愿 
招收中专学历生，卫校 
毕业生涌向药店、美容 

院，中职卫校对口就业 
率走低……受卫生行业 
产业升级、用人单位学 
历要求提高等影响，一 
些地区中职卫校面临毕 
业生就业质量不高、高 
端卫生技能人才培养断 
层等困境。 

有卫校负责人认为， 

中职卫生教育应及早提 
质转型，打通向高职教 
育发展的“断头路” 。 

这正是： 

医护本是紧俏职， 

学历一拦技难施。 
若能打通上升路， 
中职亦有绽放时。 

曹 一 / 图 曾 校 / 文 

打通医护人员升学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