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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走进美术馆，做个文化深呼吸
艺术常常植根于童年经验，

童年也需要艺术的滋养。炎炎暑
期，对很多家长来说，到美术馆

“遛娃”无疑是一个亲近艺术的
好方式。于是，各个美术馆的小
观众骤然增多，以至于有人惊
呼，美术馆被孩子“占领”了。那
么，如何才能让孩子们以更好的
方式走进美术馆？

儿童与艺术之间，有着天然
而微妙的关联，而美术馆就像一
个魔法车站，将孩子们运送到属
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很多艺术家
在回顾创作之路的起点时，都提
到过童年时参观美术馆带来的

“魔幻时刻”。想象力、感受力异常
发达和敏感的儿童，也经常表现
出令人惊呼的创作力。大画家毕

加索曾说，我十几岁就能画得像
拉斐尔一样好，之后，我用一生去
学习如何像孩童一样画画。今天，
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了艺术启
蒙的重要性，美术馆这座魔法车
站挤满了人，是时候加以合理疏
导，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了。

美术馆既是一个文化场所，
也承担着公共教育的功能。如今，
很多美术馆都认识到并承担起了
这一公共责任。比如，一些美术馆
连续多年策划儿童艺术展、举办
儿童艺术节，或者给孩子留出专
门的时段或展厅，在持之以恒的
耕耘中，点亮了无数个细小的艺
术梦想。与此同时，相对于公众蓬
勃的艺术热情，不少美术馆准备
不足，能提供的资源显得捉襟见

肘，优质展览和讲解人员稀缺。有
鉴于此，在尽可能加大资源投入
的同时，有必要考虑增加专业的
志愿者、与艺术院校“馆校合作”、
开发新媒体等多元化参观渠道，
或者合理引入第三方机构等，把
艺术体验带给更多孩子。

对于父母来说，让孩子接触
艺术、懂得审美，是一份珍贵的
礼物。参观美术馆并不一定是要
培养孩子成为艺术家，而是让孩
子能在以后的人生中，保持与艺
术的亲密感。家长与孩子们一起
欣赏展品，也是共同享受一段艺
术时间。引导孩子去体会艺术作
品中的色彩、线条、图案，由此唤
起审美体验，才能培养一颗细腻
且能感知美的心。而这样的参

观，也将成为埋藏在记忆深处的
胶卷底片，在孩子们漫长的一生
中逐渐显影，让生命呈现出超越
寻常日用的层次感。也只有这
样，才能让孩子们更加直观地感
受文化空间的静穆，养成对文化
的庄敬之感。

在公共教育和艺术启蒙的意
义上，有必要创造条件，让更多家
长和孩子不仅在暑期，也在日常
走进美术馆。闲暇时去美术馆的
家庭，会拥有不可复制的文化记
忆；美术馆里观众涌动的城市，也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近年
来，很多城市举办了形式多样的
美术馆活动，如讲座、工作坊、亲
子游戏等，并利用本馆特色，开掘
自己城市的历史人文资源，给孩

子们带来更具地域性的艺术体
验；一些美术馆从孩子的视角出
发设计策展环节，追求更加个体
化的艺术体验；还有一些美术馆
运用全媒体技术手段，延伸了展
览的时间和空间，等等。这些文化
活动的点滴开展，收到的将是润
物无声的化育之功。

美术馆是一个城市的艺术
氧舱，让人们在忙碌的日常生
活中，实现文化深呼吸。无论对
大人还是孩子来说，艺术可以
表现为各种形式，但终归是一
种体验和陪伴，丰富着我们的
人生。打开美术馆的大门，让艺
术之光照耀更多的孩子和家
庭，我们的社会也将拥有更加开
阔的文化气度。 《人民日报》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
消息称，北京77名专业技术
人才被评为本市首批正高级
经济师和正高级会计师。此次
评审是北京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的重要内容，实现了三个
“首次”：首次增设经济、会计2
个系列的正高级职称，并为高
层次人才建立破格申报通道；
首次使用职称分类评价标准，
突出干什么、评什么；首次推
行职称评审代表作制度，从评
论文改为评成果。（7月12日
《北京青年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
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
估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克
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倾向，使人才称号回归学
术性、荣誉性本质，不将论文、
外语、专利、计算机水平作为
应用型人才、基层一线人才职
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北
京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特别是
职称评审陆续采用代表作评
审、弱化论文答辩的做法，正
体现了这一精神。

对于很多没有论文，或者
论文准备不足的应用型人才、
基层一线人才来说，这显然
是一个好机会。在唯论文体
制下，很多人仅仅因为没有
论文，从而失去了职称评审
的机会。在当前薪酬、荣誉体
系中，职称是一个重要组成，

没有职称或者职称过低，不
仅意味着收入低，而且也会
失去很多机会。即便走到社
会上，职称也是一个“排排
座”的参考依据。哪怕有能
力，仅因没论文，所以就要当
看客，显然不具有合理性。

唯论文倾向一旦表现出
来，就会发挥类似“高考指挥
棒”效应，造成了很多乱象。近
日媒体报道了湖南某高校的
一个女博士买假论文的事。去
年 10 月，这个女博士在淘宝
上找了一家声称可以代写并
代发论文的店铺，对方表示可
以在“C刊”(某大核心期刊)发
表。结果是可想而知，这位女
博士被骗了，花了 5.2 万元，

“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可能有
些极端。但在现实中，花钱写
论文、发论文，却是比比皆是。
那些拿出来用于评职称的论
文，质量如何，故事怎样，里面
的水太深。

如果进行价值排序，代表
作显然更能代表一个人的能
力水平。很多论文，只能“呵
呵”。北京这次职称制度改革
提出，申报人可在论文、论著、
研究报告、项目报告、发展规
划等成果中，任选一项最能体
现自己能力水平的代表作，提
交职称评审。代表作替代论
文，意味着有能力没论文的应
用型人才、基层一线人才，也
有机会评职称了。这其实更符
合职称制度的初心。

现实中有很多人，因为工
作太忙没有时间写论文，因为
为人正直没有渠道发论文，
因为工作特点没有办法做论
文。在过去，他们要么眼看着
自己被职称列车甩在一旁，
要么屈就自己，甚至牺牲良
心、违背操守，加入到论文队
伍中来。而现在，他们不需要
了，不必刻意为论文牺牲什
么，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做出
更大贡献。据统计，77 名专业
技术人才中，有 44 人选择用
非论文的代表作进行评审，
超过了人数的一半。这些非论
文的代表作全部是申报人牵
头或独立完成的业绩成果，并
已应用于实践之中。

永远不要怀疑论文的价
值，但当所有人都要写论文，
当论文已经成为一种产业
时，也意示着唯论文已经走
到头了。代表作替代论文，从
评论文改为评成果，其意义
不止多一个选项，让很多没
有论文的人多了一个评职称
的机会；还在于它传递了一
个明确导向，告诉人们职称
制度的初心，告诉人们什么
才是真善美，而且一个坚持
真善美的人不会吃亏，不会
被主流价值遗忘。正是从这
一意义上说，不唯论文开启
的不止是职称新风，还是社
会新风；不仅具有学术意义，
而且具有社会意义，体现和
维护了社会主流价值观。

“稳赚不赔，100%本息担保”“逢考必过，最
权威的英语培训机构”“全网最低价”“彻底根
治，绝不反弹”“用过都说好”……据报道，近年
来，有的地方电视台、报刊或网络平台违规播
放一些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无独有偶，记者
调查和梳理互联网平台广告也发现不少问题
广告，比如“几块钱就可买冰箱”……

揆诸现实，遭受虚假广告坑骗的消费者
不计其数，我们身边人都或多或少都遇到
过。尽管消费者深受其害，苦不堪言，但常常
面临维权成本高的尴尬，有时不得不吃哑巴
亏。虚假广告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究竟谁给
的胆量？究竟谁是帮凶，谁在保驾护航？消费
者被骗，与其责怪他们过于轻信那些夸大其
词的宣传，不如追问虚假广告为何一再登陆
相关平台？

一般来说，不少问题广告都有电视购物
频道和知名互联网平台“背书”、站台。出于
对相关平台的信赖，消费者往往深信不疑，
比如报道提到的一个案例：“省钱，省水，省
时间，不占地方”“7 天无条件退货，15 天包
换”……某品牌迷你洗衣机的广告在一档电
视购物频道播放。电视广告里还有现场演
示，山东临清市一名消费者信以为真，便拨
打热线电话买了一台。谁知买回后发现洗衣
机质量低劣，但退货无门，“说好的七天无条
件退货，怎么一点诚信不讲！”

企业不讲诚信，该处罚；播发虚假广告
的电视台，是不是也该承担责任？我国广告
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问题广告
在一些电视台上大行其道，电视台用自身公
信力“作陪”，赚取不义之财，同样难辞其咎。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的“诚信建设万
里行”主题宣传活动，当前正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这次活动的一大特点，就是针对群众
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开展监督报道，大力营
造“知信、用信、守信”的良好氛围，推动全社
会共同参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道德
支撑和信用体系保障。不难看出，虚假广告
横行就是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已到了
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虚假广告，危害巨大。除了让广大消费
者蒙受损失，更重创了社会诚信。一来，企业
不讲诚信，靠虚假宣传大赚黑心钱，对那些
合法经营的企业是一种不公；二来相关平台
见利忘义，为虚假广告传播提供平台，不仅
损害自身形象，也会加重信任危机；三来消
费者动辄被骗，一再遭受损失，对社会互信
一定有所保留。基于此，必须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相关责任人。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一些电视台播出的
广告存在导向偏差和夸大夸张宣传、误导受
众等严重违规行为，国家广电总局除了要求
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立即停播相关广告，
还提出要加大监管力度，对反复违规的，要
根据有关要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遗憾的
是，近年来，一些电视台屡屡播放虚假广告，
除了被罚点款外，几乎无人受到责任追究。
有学者提出，截至目前，虚假广告更多的是
行政处罚，对广告法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往往没有落到实处。由
是观之，对虚假广告的处罚要加大力度，提
高法律威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37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
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
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当前，我
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万
万不可忽略虚假广告带来的可怕后果。捍
卫法律尊严，保护消费者权益，让违法失信
惩戒机制释放更大效果，“知信、用信、守
信”的社会氛围才会更加浓厚，虚假广告的
生存空间才会愈加逼仄，整个社会的诚信度
才能不断跃升。 人民网

日前，辽宁省印发《辽宁省
人 口 发 展 规 划（2016—2030
年）》，提出到2030年，总和生育
率提高1倍，并对生育子女家庭
给予多方奖励，引发热议。今年
以来，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
研究奖励生育的可能性，测算对
不同孩次家庭给予奖励，所能带
来对刺激生育的不同效果。这项
研究预计将在年底完成，届时可
能上报有关部门。（7月12日《人
民日报海外版》）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两年
多了，可生育潮并未如期到来。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
年全国出生人口为 1723 万人，
比 2016 年还减少了 63 万人。虽
然二孩政策效应正在释放，但人
民总体生育意愿并不强。全国妇
联对 10 省份的一项调查显示，
受访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第二
个孩子意愿的仅占20.5%。

相对于全国弥漫的“不想
生”氛围，辽宁的人口形势则更
加严峻，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近
7 年时间里 6 次出现负增长，常
住人口连续 3 年下降，这也正
是辽宁在全国率先提出奖励生
育政策的大背景。当然辽宁的
困境实际上也是全国人口形势
的缩影。

不过，究竟怎样的政策才能
拯救民众低迷的生育意愿呢？从
世界各国的经验看，生育率降下
去相对容易，提升起来比较困
难。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都有包括现金奖励在内的多项
生育鼓励措施，但近些年来并未
取得显著效果。综合来看，奖励
生育，需要做到精准刺激，真正
瞄准夫妻不愿生育的痛点，从多
方面解决人们对于生育的顾虑。

首先，要降低生孩子的绝对
成本。当前，生育保险已涵盖了
住院及产检报销、生育津贴等多
个部分，应该说已经为生育家庭
减少了一部分经济负担。接下来
还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
的保障范围，提高生育津贴的补
助力度。同时，可以探索个人所
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对
生育孩子的高收入家庭减免个
人所得税，对较低收入者发放现
金补贴。

其次，要减少生孩子的机会
成本。当前很多女性生育意愿
低，并不完全是因为“养不起”，
而是生产及后续的养育会对职
业发展带来阻碍，削弱自己的职
场竞争力。显然，这不是卫健委
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
要多个部门及全社会共同努力，
建立健全托育服务体系以降低
女性为生育放弃工作的可能，最
大限度地消除职场对女性的就
业歧视，等等。

当前，提升国民生育率、改
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刻不容
缓。辽宁的政策探索值得肯定，
但需要注意的是，奖励生育不能
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也不能仅仅
浮于表面，而要真正对应人们的
关切，将政策落到实处。

奖励生育，要实现精准刺激
□段思平

代表作替代论文不止多一个选项
□毛建国

虚假广告为何
还有生存土壤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欢迎来稿：201w3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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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26选5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080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4）、（06）、（12）、（22）、（25）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080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4）、（07）、（13）、（20）、（29）、（33）
蓝色球号码：（03）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86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1）、（4）、（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86期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3）、（12）、（13）、（15）、（16）、（26）
特别号码：（06）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86期开奖
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06）、（蛇）、（春）、（南）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双色球盛夏狂欢,你中奖我买单: 7月3日至8月30日期间，
彩民凡在市内福彩投注站采用“7+1”、“8+1”、“9+1”三种复
式投注方式，购买双色球彩票且中奖的，兑取中奖奖金时返还
等额的购彩金或等值的双色球彩票。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
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7月12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8186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3、5、0
“排列五”中奖号码：3、5、0、0、0
兑奖时间从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8年9月10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7月12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