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安徽省连续出现高温天气 ， 合肥铁
路公安处铜陵车站派出所繁昌西驻站点线路民警
茆闻弢和同事们冒着酷暑， 在宁安高铁线和芜铜
线约60公里的线路上开展日常巡查， 排查线路
安全隐患， 开展铁路安全知识宣传等工作， 守护
着铁路沿线的安全。

点评： 千里铁路线上， 因为有你们的默默坚
守，才有了火车的安全运行。为每一份的辛苦付出
点赞。

■本期点评 博雅

“90后” 女孩陈丹娜是一名特型演员， 体
重曾达293斤。 因巨大的体重和独特的外表， 让
她有机会参演许多影视剧的拍摄。 但一位朋友的
离世让她颇受打击， 她感悟到健康才是最重要
的。 经过治疗她已经成功减重107斤， 这让陈丹
娜重拾了信心， 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点评： 要好好工作， 首先要有个好身体。 专
家提醒， 生活饮食一定要规律， 早吃好、 中吃
饱、 晚吃少， 最好低盐低脂。 而且在合理运动的
同时， 还要保持好情绪。

近日， 丽江千古情景区举行 “百花宴”， 邀
请各地游客品尝利用鲜花制作的美食， 体验云南
独特的美食风俗。 油炸玫瑰、 生吃茉莉等， 景区
工作人员让游客现场见证鲜花美食的制作过程，
在花海中感受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点评： 愿生活永远像鲜花一样美好， 让我们
用一生去体验。

8月3日， 安徽省休宁县源芳乡梓源村， 31
名退役老兵齐聚一堂， 同过集体生日。 老兵们离
开部队已有几十年，回到地方后，还是头一次相聚
过集体生日， 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 老
兵们一起唱歌，一起吃蛋糕，场面十分热闹温馨。

点评：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是军
营锻造了我们坚定与坚强， 不忘初心， 让我们好
好保重， 像当年一样精彩演绎人生。

近日， 重庆涪陵红酒小镇举办了第四届啤酒
音乐节， 吸引众多民众参与。 其中， 喝啤酒比赛
环节引来不少女士报名参加， 争夺酒王称号。 参
赛者拿起巨型酒杯， 以最快速度喝完杯中啤酒的
选手为获胜者。 据悉， 红酒小镇第四届啤酒音乐
节， 属于2019重庆夜市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期间不仅有10吨鲜啤免费喝， 还有丰富的夜市
美食供民众免费品尝。

点评 ： 有趣的美食活动 ， 但要量力而行 ，
不要喝多才更快乐啊。

铁路沿线“守护者”
酷暑巡逻汗洒铁轨

安徽老兵同过集体生日
再忆峥嵘岁月

丽江举行 “百花宴”
游客体验独特美食民俗

“90后”特型女演员
减肥107斤重拾健康

暑假时分， 能满足 “旅游+教育” 的产品受
到家长和学生欢迎， 据 《2018暑期游学夏令营报
告 》 数据 ， 海外游学的人均支出达到2.3万元 ，
英美澳长线均价在3.2万元到3.8万元， 亚洲短线
人均在8000元到1.5万元 。 国际游学费用数千 、
数万的增加， 才是暑假花费增加的大头。

近年来， 游学已经成为中小学生假期活动的
潮流， 甚至成为不少家长眼中的假期 “标配 ”。
在庞大的市场需求之下， 众多旅行社、 教育培训
机构、 游学机构乃至个人团体纷纷涌入 “切分蛋
糕”， 但也存在鱼龙混杂、 参差不齐的现象， 很
多游学产品和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 游而不学、
游多学少等问题不时受到不少家长诟病。

暑假游学热的掀起， 如果说完全是为了让孩
子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连家长自己也不会相信。
家长舍得花这笔钱的目的， 是想让孩子能够超过
竞争对手， 为下一步抢占优质教育资源多攒些筹
码。 在这种心态驱使下， “不去怕落后”， 去了
嫌不值， 是常见的纠结。 正如一位家长所言， 身
边不少孩子报了游学， “我也不能让孩子落后
呀”。 可见， 是盲目性推高了游学热。

重视教育投入不是坏事， 但不少家长以攀比
为导向，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盲目消费让游
学质量打了折扣。 游学有利于开阔视野、 增长知
识， 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 对有条件的家庭来说
的确有必要花这笔钱。 但也需要货比三家， 不能
“只听广告、 不看疗效”。 真正有效用的游学， 不
一定非往国外跑， 也不一定花很多钱。

日前媒体报道， 山西朔州一位老师带学生骑
行1800公里，一路南下到上海，随地实景教学。 在
风餐露宿中体验人生况味和社会百态， 让学生明
白升学不过是一个驿站， 在人生这场马拉松里，
到底什么才是“诗和远方”。不少网友感慨， “这才
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相信这样的 “游学” 花钱
不会太多， 而收获却是长远的。 让素质教育真正
得到体现，不只是教育机构的事，也需要家长懂得
教育之道，摒弃错误的教育方式，回归平常心。

由于怕输在起跑线上的 “共识”， 在高额消
费、 学得很累的语境下， 许多孩子玩的能力在萎
缩， 户内化、 虚拟化、 封闭化成为常态， 长此以
往， 并不利于孩子的综合素质提升。 每年暑假防
溺水事故成为相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说明
如今会游泳的孩子太少了。 连基本的抗险技能都
不具备， 花去再多的钱去游学， 也很难提高综合
素质。

在选择游学项目时， 最好从孩子的兴趣爱
好、 未来发展规划及自身短板等多方面进行考
量，提前做好“功课”，游学才能游得对路。 在为孩
子选择游学产品时， 要特别注重游学的主题、 地
点、 管理人员素质等。 多些量身定做， 让游学游
出综合素质， 这才算物有所值。 如果游学的目的
摆不正， 缺乏正确的需求导向， 可能造成孩子之
间盲目攀比之风， 反而花了钱却不利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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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周末评论】 【图闻点评】

用巨型杯豪饮啤酒
重庆女士争夺“酒王”

邰邰怡怡明明 画画

莫让游学热
变成了“游而不学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