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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容错免责、纠错防错和诬告陷害行
为查核处理等工作机制，制定干部破格提拔办法
等强化正向激励措施，山东省 376 名“担当作为好
干部”得到提拔重用。为担当者担当，树立“实在
实干实绩”用人导向，这种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
做法顺应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新要求。

实干兴邦。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
就，是一代代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一起扎扎实实干
出来的。无论是当下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还是长
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仍需广大党
员干部面对挑战迎难而上，面对未知探索创新，面对
风险挺身而出，用实干踏平一切障碍。

让党员干部勤于实干、勇于担当，需要强化正面
激励、树立“实在实干实绩”用人导向。大批“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为民请命，为民
担当”的实干者，用自己的操心换来群众的舒心，用
自己的辛苦换来群众的支持。对他们不仅要在政治
上关注、生活上关心、精神上鼓舞，更需要摒弃论资
排辈、打破“平均主义”，选贤任能，从而激发广大干
部实在实干、想为愿为的内生动力。

促进党员干部成为改革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更
需要为担当者担当。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
革创新者胜。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不发展才是最
大的风险。建立容错机制使他们不必为担风险而丢
帽子，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化解因触动利益引来的反
弹伤害，才能切实解除党员干部的后顾之忧，激励敢
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好干部放手实干。

全面从严治党让一些地方和部门“门难进、脸
难看”的现象明显减少，但“事难办”的问题仍不同
程度存在。有的党员干部怕担风险、怕扛责任，抱
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想法浑浑噩噩度
日。在正面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同时，有关
部门也应强化责任追究，将“为官不为”的“南郭先
生”剔除出党员干部队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干
事创业环境。

为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乱象，中央决
定即日起在全国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
理整治行动。坚决遏制“大棚房”问题蔓延
势头，必须切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不折不扣地坚守“农地农用”原则。

坚守“农地农用”原则，就要坚持农地
农业用、农地农民用，这是落实中央土地
管理基本国策、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
度、贯彻土地管理法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的必然要求。

有关部门对京津冀地区的初步调查
发现，“大棚房”占用土地 70%是耕地，其
中近一半是永久基本农田，有的变身“私

家庄园”，有的在大棚里违法违规建房，有
的违规改扩建大棚看护房。全国性初步
排查发现，从济南、青岛、潍坊到郑州、西
安、长春、乌鲁木齐，北方地区城市周边

“大棚房”问题呈现蔓延之势，不少地区还
存在流转农村土地违法违规进行非农建
设，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擅自改变农用
地用途，违法占地建设住宿餐饮、休闲旅
游等经营性场所等问题。任凭“大棚房”
问题蔓延，将对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造成
重大冲击，同时背离国家农业扶持政策的
初衷，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一定程度
上影响社会稳定。

坚守“农地农用”原则，绝不是“村里
那点事、农民那点利”。民惟邦本，本固邦
宁。民以食为天，农业安则天下安。农业
发展、农民受益，事关国家发展、社稷稳
固。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人多地
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论任何时候，都
必须首先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
地保护好，绝不能有丝毫闪失。当前要高
度警惕、坚决遏制农村承包土地非粮化、
非农化问题，防止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走
弯路。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
化。“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这是应对全球
经济各种不确定性的一大“家底”。

国务院强调，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
清理整治行动，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
敏感度高，必须准确把握清理整治范围，
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如期
保质完成任务。应当看到，我国在落实

“农地农用”原则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
题，有管理不善、执法不力等原因，也有各
地认识不清、标准不严的因素。必须要从
中汲取教训，建立问题早发现、早制止、严
查处的工作机制，特别是要在完善监管政
策的同时，使各项涉及农地的政策规定明
确、细则精准，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便
于认证、易于操作。

明明是开展正常的舆论监督报道，却被有的地
方政府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个别地方干部这种“舆
论监督过敏症”需要脱脱敏，涵养闻过则喜的雅量。

媒体做舆论监督，就像啄木鸟给树木“看病”，合
理及时的“治疗”能让大树根强体壮，避免病症蔓延
加深，“拖挡拒压”只会延误“病情”。只要媒体立场
公正、方式合情合理、监督有理有据，就理应得到配
合维护。

对舆论监督的“反感”，源自对监督工作的“敏
感”。少数地方基层干部为迎合上级领导“更看重成
绩成就”的心理，长期报喜不报忧；个别干部对舆论
监督有偏见，认为媒体只能“抬轿子”不能“扯袖子”；
还有部分地方片面以负面舆情多少考核下级工作，
导致基层干部滋长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
心态。

当前社会转型加速、各项改革政策密集出台，面
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特征、新趋势，领导
干部要得到大量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反馈，就必须敢
于直面和接受监督。一方面，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
能力，善于运用媒体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
推动实际工作，防止行政结果背离政策目标；另一方
面，摒弃负面新闻“等一等、拖一拖就能过去”的想
法，及时回应民众关切。

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职
能。闻监督就敏感，其实质是个别地方部门和干部
能力不足、担当不够。这些干部应该从根子上戒掉

“舆论监督过敏症”，为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营造
良好氛围，让舆论监督发挥好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乐闻过，罔不兴；拒谏，罔不乱。我们期待，在
多方努力下，舆论监督报道的阻力能够大大减小，
推动各方面工作得到改善，切实助力社会发展在
公平、法治、阳光的轨道上运行，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

为担当者担当
陈 灏

给“舆论监督过敏症”脱脱敏
郑生竹 杨绍功

“ 农 地 农 用 ”原 则 碰 不 得
王立彬

暑假孩子参加夏令营热闹闹的

过后家长想想却心凉凉的！
金秋开学之际，不少学生都在交流暑假夏令营如何度过，一些家长却在抱

怨：动辄花费上万元的夏令营“伤不起”。每年暑假，全国各地各类中小学生夏

令营热热闹闹，也总不时曝出诸多乱象，引发舆论热议。近年来，我国各类中

小学生夏令营市场火爆的背后，存在哪些乱象？如何规范？记者就此展开了

调查。

夏令营回来后数名孩子高烧或呕吐腹
泻，夏令营里遭遇猥亵、打骂虐待……搜
索夏令营乱象不难发现，此类新闻近日不
时曝出。记者调查发现，传统文化夏令营
蹭资源拼讲解、游学夏令营游而不学、夏
令营变成观光购物游、夏令营变成培优班
等问题更是不容忽视。

记者了解到，暑假打着博物馆、传统
文化旗号的游学夏令营活动不少，但质量
良莠不齐。有学生家长在网上吐槽：有的

“老师”靠网上内容拼讲解词，甚至一本
正经“胡说”；部分高价活动，却只是带
着学生进入博物馆，然后以“自主发现”
的名义，让学生自行“探索”。

来自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位学生家长反
映，近期孩子参与的游学夏令营只是走马
观花地参观几所名校，剩下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参观景点、吃美食，还诱导购物。
记者了解到，尤其一些境外游学夏令营，
会直接将学生带入购物村，诱导购买奢侈
品。

此外，不少英语、数学、化学、文学
等夏令营，以教室授课为主要形式，披着

夏令营外衣，实则却是补课，使得夏令营
变成了培优班。

同时，音乐、美术等艺术夏令营，以
及篮球、足球等体育夏令营，也有发展成
为“兴趣班”的趋势。武汉市一些小学生
家长反映，学校平时以安全为由不好好上
体育课，却鼓励学生假期参加体育夏令
营，这无疑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记者调查发现，花样百出的夏令营催
生了不菲的报名价格。国内夏令营行程或
训练周期一般为 7 天，收费在 3000 至
15000元不等。国际夏令营项目，一般两
周的时间，费用高达3万至10万元。一些
包装成游学夏令营的项目，相比同等路线
的旅游产品，价格翻倍。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
心副主任尚重生表示，近些年来，我国夏
令营发展迅速，但是高度的市场化、产业
化，使得夏令营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商
业的考量。“比如说一些机构和学校勾
兑，老师带团夏令营就可以免费旅游、免
费出国，整个过程不乏渗透利益输送关
系。”

夏令营是暑假期间提供予儿童及青少
年的一套受监管的活动，寓学习于娱乐，具
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是为何夏令营存在
诸多乱象？

“家长不知道把小孩送到哪个夏令营，
不清楚质量，信息不对称。”尚重生说，一些

家长出于攀比从众心理，只是道听途说，就
把孩子送到某个夏令营，市场良莠不齐的
情况下，家长没办法辨别。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一行业在
我国的资质门槛设置过低。除了教育机
构，社会机构只要其公司是合法登记注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夏令营整个
行业的发展规范，离不开家长、学校、
政府和社会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多管
齐下，推动整个行业市场的规范，让
看上去很美的夏令营回归初衷，让学
生真正有所乐、有所学。

“教育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包
括登记的工商部门，各个监管部门
对夏令营的每一个链条都要负起责
任来。”范先佐建议，我国应建立行
业规范，明确细化各部门监管职责，
推动建立夏令营协会，对行业进行
监督规范。

“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夏令

营是一种社会教育。针对目前市
场上缺乏专业教学人员的问题，有
关部门应出台相关老师的上岗资
格考试规范。”尚重生说，应该对夏
令营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的岗前培
训，加大资格审核力度，确保项目
的专业性。

专家建议，家长在帮助孩子选择
参加夏令营时，可以多询问孩子的兴
趣方向，多考虑孩子的性格类型和特
点，再结合孩子假期的时间长度和自
身的经济条件去理智选择正确的夏
令营活动，不可盲目追风攀比。

□ 新华社记者 李伟

夏令营产业化 动辄花费上万元

乱象背后：
家长攀比焦虑、行业门槛过低、监管缺位

夏令营如何回归美好初衷？

册，不超过范围经营，就可以开办
夏令营。目前，不光旅行社、培训
机构在办夏令营，网站、俱乐部，甚
至地产公司都在办。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
先佐分析，夏令营活动往往涉及上

课、旅游、食宿等活动，所以在质量、
价格等监管方面，往往分散于教育、
旅游、工商等不同部门。很多部门
管同一件事情，每个部门都觉得应
该是其他部门管，结果往往就是谁
都管不了。

体彩顶呱刮赈灾彩票正全力为灾区筹集重建家园资金体彩顶呱刮赈灾彩票正全力为灾区筹集重建家园资金，，返奖率达返奖率达 6565%%
体彩 11选 5好玩又好中，乐透排列任君选，乐选三、四、五奖更高，还能容错天天体彩天天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
China Sports Lottery

福建体彩网：www.fjtc.com.cn
短信订制：移动拨125903900 联通、小灵通拨
95001567或发1到1062950033
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闽东日报社联合主办

各玩法开奖公告

注：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注：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

“36选7”第18108期
正选号：01+12+27+32+33+34+35
特别号：36
销售总额为：1013626元；
特等奖0注，每注奖金0元；
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16529元；
二等奖9注，每注奖金3673元；
下期奖池积累数为：38586474元。

“22选5”第18251期
开奖结果：01+04+07+10+14
销售总额为：100062元；
特等奖1注，每注奖金28814元。

“排列3”第18251期
开奖结果：0+3+0
我省销售总额为：257446元；
排列3直选我省19注，每注奖金1040元；
排列3组选3我省15注，每注奖金346元。

“排列5”第18251期
开奖结果：0+3+0+6+1
我省销售总额为：156330元；
排列 5直选我省 0注，每注奖金 100000元。

“超级大乐透”第18108期
开奖结果：

35选5：09+10+24+31+32
12选2：07+12
全国销售总额为 214909384元；我省销售

总额为13747403元。
一等奖全国 1 注，我省 0 注，每注奖金

10000000 元，一等奖（追加）全国 0 注，我省
0注，每注奖金 0元，二等奖全国 40注，我省
5 注，每注奖金 257386 元，二等奖（追加）全
国 16注，我省 3注，每注奖金 154431元。

本期一等奖基金累积6512454344元。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故事各个令人动容，
而李斌的故事尤为感人。他曾在三天内，亲手
签下 4份捐献书，目前已挽救 4人生命，让 2人
重见光明。

这 4份捐献书分别是：父亲李双全的器官
捐献同意书、父亲李双全的遗体捐献同意书、
李斌本人的器官捐献同意书、李斌本人的造血
干细胞捐献同意书。

1

李斌，33岁，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慈峪
镇人。现租住在正定县城北郊 5、6公里的一
个小区里。在小区门口迎接我们的李斌，平
头，中等身高，体型瘦削，浅灰色长袖 T恤、绛
蓝色滚边长裤，形只影单地站立在秋日斜阳中
……

他尚年幼时，父母离异。父亲带着姐弟俩
生活。一个多月前，相依为命的父亲逝去。

握手，寒暄，上楼。
走进出租屋，李斌径直推开他父亲生前所

住房间的门，指着一张铺着凉席的低矮的单人
床说：“我爸就住在这里……”

中华骨髓库河北省分库志愿者王丽芬担
心他睹物思人，将他轻轻劝了出来。

沙发坐定后，李斌依然红肿的双眼望向电
视，电视里正播放少儿动画片《熊出没之奇幻
空间》。

于是，关于造血干细胞捐献、关于器官捐
献、关于遗体捐献这些救人命的事迹的采访，
就在熊大熊二的陪伴中渐渐展开。

2

我转移话题：“您喜欢看《熊出没》？”
李斌努力挤出笑容：“嗯。”

“男人不是喜欢看动作片之类么，您怎么
喜欢看这个？”

李斌认真答道：“《熊出没》讲的是一个一
个的小故事，我就一个一个往下看，挺好看
的。”

看他情绪有所缓和，我小心翼翼地问：“您
为什么首先带我们参观您父亲的房间？”

这一问，李斌好不容易压制下去的悲伤再
次被点燃：“捐献这事，与我爸关系太密切了。
我就是受到他的感染和鼓励，才捐献的。”

他的嘴角开始抽搐：“4 年前，我们还在
村里，我爸有一次与几个村里人玩扑克牌时
忽然说不出话了。送到医院检查，说是脑梗

塞。经过治疗，虽然保住了命，却留下了偏瘫
的后遗症。为了挣医药费，我带我爸来到城
里，毕竟城里机会多些工资高些。白天我去
家具厂上班，我爸就坐在楼门口等我下班，或
者在家看电视。就是那时候，他在电视上看
到器官捐献、遗体捐献的报道，就有了把他自
己器官、遗体也捐献的想法。他那时候偏瘫
嘛，话也说不清楚，磕磕巴巴的，说了好多遍，
我才听明白……”

李斌哽咽得无法继续。
我们赶紧递给他纸巾，帮他倒了杯水，请

他缓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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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说‘这些身外之物不属于我，我自己
的身体、身上的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我。’我当时
觉得挺奇怪的，问他属于谁。他说属于这个时
代。”

我惊讶于一位农村老人能讲出如此话语，
问李斌：“他是追求灵魂层面的自己吗？”

李斌摇摇头：“不知道。”
“后来，得知我姐与姐夫献血，我爸就叫我

也去献血。我姐、姐夫献血好多年了，每年至
少一次，而且都已经加入中华骨髓库了。”李斌
边说边从茶几抽屉翻出自己的 4张献血证，每
张都记录着献血 400cc。“我第一次献血是
2016年 6月，工作人员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知识，我当时就同意入库了。没想到刚两年，
今年6月份就配型成功了。”

李斌的脸上终于有了些喜色。此时，洒在
献血证上的阳光正好折射在他脸庞，红艳艳
的。

“有些志愿者等 10多年，甚至可能一辈子
都等不到配型成功的信息，我这刚两年就配型
成功了。所以一开始接到骨髓库工作人员的
电话时，还以为是诈骗电话。后来核对一下，
才确定是真的。不过这一步还只是初步配型
成功，工作人员问我是否同意做高分辨分型检
测。我肯定同意嘛。” （未完待续）

□ 中国体彩报 王红亮

专访中华骨髓库第75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购彩者李斌

“相信我，志愿者已经在路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