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4
日发表了《关于中美经贸摩
擦的事实和中方立场》白皮
书，用客观全面的数据和事
实再次证明了中美经贸合作
是一种双赢关系，绝非零和
博弈。在经济全球化是大势
所趋，和平与发展是民心所
向的当下，唯有合作共赢才
能通向世界更好的未来。

取长补短，合作共赢是
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
途径。一个开放的商品、服务
和资本市场，必将推动相关
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繁
荣。反之，一味用“你赢我输”
“赢家通吃”的逻辑看待经贸
合作，进而发起单边贸易和
投资保护主义举措、引发经
贸摩擦，不仅关上了别人的
门，更堵住了自己的路，终将
损害本国利益和发展根基。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通
过优势互补、互通有无，有力
促进了各自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中国从中受
益匪浅，美国也享受到了中
国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和丰
厚成果。根据中国有关部门
统计数据，2017 年中美双边
货物贸易额达 5837 亿美元，
是 1979 年建交时的 233 倍。
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与此同
时，美国获得了跨境投资、进
入中国市场等大量商业机会，对美国经济增长、
消费者福利、经济结构升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环顾当下，
大到飞机、船舶，小到一部手机、一件服装，恐怕
难有商品在某一个封闭地区完成设计、生产、包
装、物流、销售等全部链条。在经济全球化不断
深入，世界经济复苏与风险并存的今天，每一个
国家的利益都休戚相关。

中美经贸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或许是两国之
间的分歧，实则与全球经贸深度相关，将对全球
经济走势带来外部效应。美方的一意孤行不仅
搅乱经贸秩序，更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
原则遭遇严重威胁，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不确
定性，损害世界人民的福祉和利益。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处理中美经贸摩擦，
推动问题合理解决，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
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在不确定不稳定不安
全因素增多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双方保持经贸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是为国际社会所期。中国
始终与世界同行。美国只有摒弃“贸易零和论”，
顺势而为，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才有
可能与全世界各国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共享发
展红利。 （记者张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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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海

国人注重礼仪，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总要
相互走动走动，联络一下感情，这虽是人之常情，
但吾友大刘最近却因为要不要“走动”犯起了愁。

大刘的儿子今年上小学二年级。去年孩子刚上
小学时，大刘想：孩子总算上学了，今后有老师管
教，家长的任务就轻松一些了。但没想到，孩子上学
后，大刘却更忙了：不仅需要接送孩子，辅导功课，
还隔三岔五便被老师叫去“训话”。

大刘刚开始接到老师“叫家长”的电话时是诚
惶诚恐，心想孩子肯定又调皮捣蛋闯祸了，在电话
这头便忙不迭地向老师表达歉意。但时间长了、次
数多了，大刘也感觉有些不耐烦：很多时候感觉就
没有什么事，加上本身工作也挺忙的，结果还是因
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被叫到了学校。

而老师一见面就开始数落大刘，说现在很多
家长只知道挣钱，放松了对孩子的关心和教育。每
次从学校出来，大刘两口子都免不了争吵一番，互
相埋怨对方没有照顾好孩子。

有朋友看到大刘两口子为了孩子心力交瘁，
劝大刘应该找机会和老师走动一下，适当表示一
下心意。大刘听后不以为然：孩子正常上个小学，
这还需要走动？朋友却笑大刘太天真了：不说尊师
重教是传统美德，就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说，
小学生正是需要老师、家长鼓励的时候，如果孩子
在学校老是受到批评，孩子的自信心如何培养？

听完朋友的话，大刘和儿子沟通后发现，孩子
在学校确实是经常被批评。班上很多小朋友因为回
答问题积极、作业完成认真得到了小红花，但儿子
虽然也积极表现，却很难获得老师的肯定。于是，大
刘不敢怠慢，连忙找机会约了老师出来，好好地“表
示”了一下心意。

“走动”的效果很明显。此后，大刘便很少被老
师叫到学校接受训话，每次接送孩子，老师总是笑
着夸奖儿子听课认真，表现积极。儿子在学校也陆
续得到了小红花，大刘的心情舒朗很多。但到了期
末考试成绩一出来，大刘却傻了眼：虽然经常得到
老师的夸奖，但成绩和期中时相比却下滑了一大
截。这次不光儿子心情沮丧，大刘更是疑惑不解。

后来大刘想了想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走动”上
了，“走动”之前老师虽然总批评，却也指出了儿子自
身的很多问题。“走动”之后，老师确实是不批评了，
光拣好听的说，听着虽然舒心，但孩子的很多问题、
毛病却也被掩盖了，成绩下滑自然难以避免。

问题找到了，可怎么解决，大刘却又犯了难：
今年到底还要不要“走动”呢？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近日，国家药
品集中采购试点正式从此前的上海一地
扩围至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等 11

个城市。我国医药价格开启“以量换价”，

降药价进入实际操作阶段。除了国家基药
采购进行试点外，为了更好地降低抗癌药
价格，陕西省联合山西、黑龙江等 14 个省
份，通过省际的规模优势共同谈判议价，

谈判后，14 个省份执行统一价格。据透
露，本次谈判总共涉及 91 个品种，预计在
10 月底以前完成。 漫画：曹一

落实药价改革“以量换价”的过程
中，须警惕结果事与愿违，杜绝药品招
标腐败寻租案件，切实解决药价虚高、
回扣泛滥、廉价药消失等问题。

青少年真的越来越“社会”了吗？

杨三喜

紧身裤、豆豆鞋、刺龙画虎小夹克、爆款发
型、外八烫脚步，甚至互相攀比暴力，种种行为
被称“社会”，这在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地区的
中小学生群体中愈发普遍。在知乎上，“如何看
待现在幼小初高的学生们变得越来越‘社会’”？
这一问题有超过 2600 个回答，回答下面动辄上
千条“评论”，上万个“赞同”，话题热度可见一斑。

“社会”的含义很大程度上与“非主流”相
同，中小学生变得越来越“社会”，其实并不是新
话题。很多网友表示，自己在那个年龄阶段也
向往或者表现出种种非主流的行为。只不过不
同的时代，“社会”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比如，80
后、90 后，模仿的是香港电影中混江湖的古惑
仔，刘海遮住眼睛或者郭富城、郑伊健的发型，
外套扣子不扣、拉链敞开，脖子或腰带上挂粗
项链等。

每一代人的青春期都会有离经叛道的冲
动，装酷、扮帅似乎是青少年的天性。过去他们
从小说、影视剧中接触到那些“酷帅”的形象，而
今更多从快手、抖音、美拍等短视频平台中，理

解什么是酷、什么是帅、什么是“社会”。
青少年越来越“社会”，是他们学习和模仿

成人世界的过程，也是他们融入社会、实现社
会化的过程。各种短视频平台中充斥着这种
病态的“社会人”形象，在青少年中建构了一种
拟态环境，成为他们羡慕、竞相模仿的对象。

青少年被这种病态的审美所吸引，变得
越来越“社会”，也再一次说明这些短视频平
台已经成为教育社会化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互联网在影响青少年的观念、认知的
同时，也在改变青少年们的行为。

这些媒介所构建起来的虚拟现实，正在
影响现实甚至将成为现实，并不是危言耸听。
如何规范这些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让它们在
青少年群体成长中扮演积极正面的角色，刻
不容缓。

如果说 80 后、90 后那一代，不论是在城
市还是在农村，青少年们似乎都在模仿港台
明星，那么这种很“社会”的表现则出现了分
化。变得越来越社会的主要是乡镇或者三四
线小城市中的青年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

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为生计奔波，成长
在家庭教育缺失的环境中。他们早早地离开学校
进入社会打拼，正规教育在他们身上没有留下多
少痕迹，三观不成熟使他们更容易被各类不良资
讯所影响，被大哥哥大姐姐们带入“歧途”，成为
“社会人”的拥趸。他们享受着外界别样的眼神和
差别对待，并在其中自我陶醉，收获满足感和成就
感。但实际上，这种病态的“社会人”的背后，或许
都藏着辛酸的成长故事。

大城市的青少年也有“社会人”的一面，但他
们“社会人”的表现形式与乡镇青年有很大的差
异。比如，《人民的名义》中的小皮球，小小年纪就
已经学会了花钱买替补身份、贿赂学习委员、收
费帮人抄作业。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无形中已经
传染到了校园之内。这种分化的背后是经济社会
发展不平衡在城乡之间的差异。

追求帅、酷，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现象，但
当下青少年群体的病态的审美却值得警惕。如果
青少年小小年纪便越来越“社会”，而且这种状况
不受阻止、渐成潮流，不仅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病了，更是社会给他们传递的价值观念、行为示
范出了问题。

“以量换价”如何跟老师“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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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财政不宽
裕的地方，为追求“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热衷于
在生态保护方面上一些见效快、看得见的工程。比
如，罔顾地方实际盲目打造湿地公园、绿地草坪、
豪华厕所等华而不实的“盆景”；再比如，选择性地
上一些便于上级部门或有关领导看到的工程。与
之相对，生态保护工作中本该优先解决的河流水
质、水源地环境、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问题，却迟
迟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对于生态保护工作中的形
象工程，应高度警惕。

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
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超常规措施，出台了一系
列法律法规，加大环保督察力度，促使有关部门和
地方政府认识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地方在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问题依然较多。比如，一些地方长期重经济发
展、轻生态保护，还有很多生态环境方面的历史欠
账待补——— 不仅自然保护区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
题尚未解决，连城市污水处理厂、城市水源地、垃
圾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方面也还有诸多不足，需

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人民群众基
本的生态环境需要。尤其一些地方的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往往生态环境问题累积较多，生态环境
保护投入更是长期欠账。

对于这些欠发达地区而言，如何利用好有限
的资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才
是正道。然而，一些地方在尚未彻底解决水源地
保护、河流污水治理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等问
题的情况下，盲目攀比发达地区，超前设计并建
设大面积的湿地公园，投入巨资建设相关配套设
施，这样的做法值得商榷。

以东北一些地方热衷的人工湿地为例。由于
一些城市片面向南方先进城市看齐，不考虑本地
寒冷气候条件，建设了大面积的草坪，没到一年
草坪就大面积死亡，湿地公园到处杂草丛生。这

些工程虽然短时间内赢得了有关领导的赞
誉，在一定程度上整治了脏乱差，但实质上大
量的钱花到道路、房屋、栈道、花草树木上，流
域水质并未实质性改善。

这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出现偏
差、生态保护观念扭曲的集中体现。试想，如
果一个地方的饮用水源地尚且无法得到有效
保护，百姓家里需要安装净水设施才可以放
心饮水，就算有豪华的厕所、偌大的湿地、大
片的花海草地等形象工程，又有什么意义？再
进一步讲，如果一些湿地项目建设不仅没有
起到净化水之作用，反而成为新的黑臭水体，
湿地环境没有得到持续维护，这样的工程是
否应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强调，要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
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也就是说，保
护环境并不一定要“大干快上”有关工程，人工建设
的湿地公园并非首选，保留原生态的环境，通过自
然恢复才是最佳途径。一味地通过人工方式改善
生态环境，再加上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大搞生态
环境治理工程，就算花了巨资也可能事与愿违。当
然，如果一些地方财力允许，且符合当地实际条
件，又能起到河流净化水质的作用，湿地公园完全
可以搞起来，让百姓享受到幸福感。

当前，有关部门和地方应该对各地开展的生态
环境保护工程进行梳理，对一些财力本来就紧张却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大搞形象工程的做法坚决叫
停，对一些已建成却不能达到预期治理污染目标的
工程要严肃问责。唯有如此，才能倒逼有关地方将
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迎难而上首先解决广大群
众迫切希望改变的基本生态环境问题，扎扎实实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谨防生态保护中的形象工程
本报记者张建

有关部门和地方应该对各地开展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进行梳理，
对一些财力本来就紧张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大搞形象工程的做法
坚决叫停

告别“门票经济”，景区要学会算“大账”

本报记者刘怀丕、柯高阳

有的明降暗升，有的拆解销售假降价，有的明
降实未降……国家发改委今年 6 月份发文要求确
保今年 9 月底前降低偏高的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
格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已有 314 个景区降价
或拟降价，然而一些景区却在降价中耍起了花招。

记者调查了解到，北京两处国家 4A 级景区
红螺寺和青龙峡把从未执行的 70 元门票作为基
准线，说是降到了 54 元，其实景区一直执行的都
是这个价格。江苏无锡的鼋头渚风景区宣称把门
票价格由原来的 105 元/人次降为 90 元/人次，是
拆解出了景区车票和船票另收费，实质上一分钱
都没降。

更有甚者，玩起了“明降暗涨”的把戏。国家
5A 级景区——— 湖南崀山风景区今年 9 月门票由
原来的 170 元/人降价到 136 元/人，降价幅度达
20%。不过原来观光车免费坐，如今观光车要单独
收费 40 元，相当于景区收费不降反涨了 6 元。

重点国有景区门票降价是回应社会关切，兑
现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国家相关文件也明确要求，
各地不得避重就轻、流于形式、敷衍搪塞；不得明

降暗升，在降低门票价格同时，提高景区内交通运
输等其他游览服务价格，变相增加游客负担。因
此，对降价中已出现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
象，应坚决进行查处与追责。

景区降价“假摔”，说到底还是因为过分依赖
门票经济，有的景区门票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70%
以上。一些地方发展思路不活，缺乏大视野，把发
展旅游业简单地理解为“办景区卖门票”；一些地
方过度追求经济效益，通过捆绑销售等方式，把许
多“额外负担”强加在门票价格中；还有一些地方
把景区当成“摇钱树”，把景区的门票收入挪作他
用。

一方面是严重依赖门票，另一方面是现行门
票价格机制对不合理定价缺乏有效约束，共同导

致不少景区的门票被连年推高。对重点国有
景区来说，门票定价成本应严格限定在景区
游览区域范围内维持景区正常运营所需的
合理支出，明确定价成本构成、规范定价程
序、加强收支监管，严格控制门票价格无序
上涨。

长期来看，高价门票并不利于旅游业持
续健康发展。近年来，一些景区门票价格持续
攀升，甚至超出游客的承受能力，导致秀美河
山成了“看不起的风景”。有的知名景区游客
人数出现下降，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这一
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游消费增
长，也明显不利于全域旅游发展和旅游业转
型升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降低门票倒

逼行业升级势在必行。
门票降价后，短期内可能会对景区经营带来

一定压力和挑战，但地方政府和景区要学会算“大
账”，以持续可发展的定力，在门票经济的短期利
益诱惑与长远发展的大计之间作出正确选择。只
有转变发展理念，摒弃门票依赖，提供丰富多样的
旅游服务，充分释放旅游消费需求，才能推动旅游
业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小众旅游向大众旅游、
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更好地满足老百
姓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旅游需求。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公园等公共资源为全民共有，依托这些资源建
设的国有景区理应回归公益属性，秉持旅游惠民、
旅游为民的发展理念，加快构建充分体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国有景区运营管理体制机
制。因此，国有景区的门票价格应以公共资源全民
共享、景区服务费用游客合理分担为取向，将游客
付费范围限定在所享受的景区服务。只有这样，才
能从根源上抑制国有景区涨价的冲动，让门票价
格回归合理水平。

国有景区理应回归公益属性，秉持旅游惠民、旅游为民的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充分体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国有景区运营管
理体制机制

独自上学的“小黄帽”

本报记者华义

接送小孩上学让很多中国家长深感“头疼”，
每天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被接送学生的家长和
车辆堵得水泄不通。而在日本，头戴小黄帽的一年
级小学生也都是独自上学无人接送，日本家长怎
么这么“心大”？日本社会又是如何确保孩子独自
安全上学的呢？

在日本，公立小学并不要求统一校服，服装
和书包全部是自由选择，但是每个学校会统一
校帽，小学 1 年级学生全部佩戴醒目的黄色帽
子，2 年级以上学生则佩戴深颜色的帽子，每个
学校的帽子颜色和标志稍有不同。即使是刚上
1 年级的 6 岁小学生，在经过最初几天家长接
送后，几乎所有的小黄帽都开始独自上学了。

以东京为例，一个 6 岁的孩子能够独自上
学，首要条件是学校和家的距离一般都比较近。
在日本公立小学实行就近入学，无须买房，只要
你住到某个区，去区政府进行居住登记，孩子就
会被安排到离家最近的小学就读。记者带着孩
子到东京工作的时候，到涩谷区政府进行了外
国人身份登记，区政府就根据我的住址联系距
离我居住地最近的小学，再让我带着孩子到那
个小学去报到上学。在东京也能看到三五成群
乘坐电车的幼童，从制服上来看他们应该是某
个私立小学的学生，由于私立小学可能离家较
远，所以这些小学生也就需要乘坐电车上学，但
同样是没有家长接送。

1 年级小学生除了戴醒目的小黄帽外，书
包外侧也套有一个醒目的黄色套子，即使在天
色较暗的时候也非常显眼，它还能像夜间安全
服一样反射灯光。日本的小学生书包肩带或者
侧面通常还会挂着一个小巧的警报器，如果遇
到紧急情况按下按钮就会发出非常刺耳的警报
音，对图谋不轨者能够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

在学校附近的十字路口，也会有一些老年
志愿者穿着黄马甲手持小旗维持秩序，就连过
十字路口的顺序都是有规定的，比如女儿学校
门口的十字路口，学校要求学生只能顺时针过
路口而不能逆时针过路口，低年级的同学经过
十字路口时还要高举手示意。在学校的安全教
育中，要求学生绿灯时通过十字路口时，要和司
机确认眼神，即自己要看着司机，也要尽量确认
司机看到了自己。

从整体来说，日本小学生独自上学是比较
安全的，虽然在日本有不少妈妈是全职主妇，也
没有任何家长执意要接送孩子上下学。日本社
会的努力方向是让整个社会更加安全，努力降
低犯罪率和交通事故率，进一步提高小学生上
学之路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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