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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大军”再度集结。刚一开学，南京
一所名校二年级的小安就开始了在一家英语培
训机构密集的课程，他的父母虽是分别毕业于
国内９８５与２１１大学的硕士，但为了让孩子受到
“专业”的培训，还是坚定地给小安报了班。
妈妈说：“苦虽苦，孩子的语言敏感期没几
年，不能偷懒。”

“找房大军”正在奔走。名校周边的“老
破小”早已一房难求，中介还在不断提高租
金。南京的一位家长任女士无奈地说：“别人
换房子是改善，陪读的家庭却在改差。但是为
了孩子的未来，蜗居一段时间是值得的。”

不辞辛苦培训、不惜人力陪读、不惜成本
择校……专家认为，当下的教育焦虑固然来自
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但家长严重焦虑和畸
形攀比的“心魔”背后确有利益推手。教育焦
虑究竟为何愈演愈烈？谁在靠“吹大”你的焦
虑“泡泡”牟利？记者进行了调查。

以为是口碑其实是套路

——— 培训机构成了“心理专家”

“要专挑孩子不会的提问”“一定要让家

长感觉自己孩子真的不太行”……近日被媒体
曝光的某培训机构英语课程设计，揭出了培训
机构的“攻心计”。

记者调查了解到，利用家长从众、攀比的
心理，培训机构的“洗脑”阵地已经前移到了
手机里。

南京一位刚刚幼升小的家长冉峰发现，
自从孩子确定要上家附近一所著名小学后，
就被拉进了“某小学入学群”。刚开始，大
家交流孩子和家长信息，相谈甚欢。随着人
数增多，广告出现了——— 暑期游学团、游泳
教练、理财平台等等，而最多的还是各种培
训班的推荐。

“真是聊着天就把你给‘套路’了。”冉
峰说，每次都是他家孩子学什么了，感觉很好
给大家推荐，然后几个固定的托儿开始跟帖。
“我孩子也在这家学的，真不错。”

一位教育培训业内人士说，家长们往往今
天看某个“牛娃”上了什么班，就开始焦虑，
想马上跟风报班；明天去报，发现居然有钱也
报不上，越报不上越心焦。摸透了这些心理，
培训机构就会利用各种群圈定目标受众，打着
分享升学信息、提供升学指导的旗号，散播报
名紧张等信息，制造焦虑气氛，“吹风”中就
把生意给做了。

优质学区等于美好未来

——— 房产中介成了“教育专家”

开学了，学区房的投资暂时降温，租房陪

读的市场火爆起来。记者走访南京多家房产中
介了解到，几家名校周边的出租房虽是“老破
小”，租金却年年看涨。“人生是一种选择。
学区房＝优质教育资源＝孩子的美好未来。”
房产中介王龙向记者“兜售”这一理念。

学区房、陪读房，为何价格严重偏离市场
规律仍受追捧？教育业内人士分析，根源当然
是教育资源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
“问题在于，市场正在利用这种不均衡炒作焦
虑，不断推高价格。”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殷
飞说。

房产中介变身“教育专家”，类似现象已
不鲜见。北京西城区的教学实力曾一度被追
捧，“老破小”的学区房获利也因此节节攀
升。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背后是一家中介机构
的统一行为。

一些在网络上、在微信朋友圈里被炒得火
热、看起来出自资深教育人士的文章，背后的
写手却是房产中介机构。“现在很多学区房中
介开始做自媒体，自己给自己写软文，稳赚不
赔。”一位房产营销人士告诉记者，这些中介
一边炒着小学、中学的学区排名，哪个版块的
教育资源好，一边在群里面鼓动家长一定要买
学区房，动态更新房源。“很多家长一焦虑，
头脑一热，孩子才进小学就开始琢磨初中的学
区房该往哪里买了。”

校内减负校外“烧钱”

——— 商业中心成了“超级学校”

“强烈要求减负！”“强烈要求取消成绩
排名！”呐喊方才消退，“强烈要求恢复小升
初统考！”的呼声又起。记者采访多位家长了
解到，相比各种培训、竞赛、考证给孩子带来
的压力、给家长带来的焦虑，不少人宁愿重新
承受“一考定成败”。一位家长说：“看不到
清晰的路径规划，搞不清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合
适，无法不焦虑。”

“不可捉摸、模棱两可、体外循环。”殷
飞则用这样三个词概括当下的基础教育阶段的
无序竞争。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人们感到确
定的统一考试反而显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

现实中，焦虑消解正在被置换为各种形式
的“烧钱”行为，而嗅到了这一“商机”的商
业综合体们迎来了“新生”。

记者采访发现，城市中的商业中心正在变
身“超级学校”。以南京市地标紫峰大厦为
例，每一层楼都有至少两家培训机构进驻。每
到周末、假期，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频繁进
出，孩子们的身影从一楼的英语班出来，又进
入二楼的学而思培优班，匆匆吃完午饭，再进
入三楼的舞蹈班。门外等候的家长中不乏硕
士、博士，他们一边焦虑地在刷着手机，吐槽
起步阶段的数学、拼音、图形这么简单收费却
不低，但又很庆幸自己第一时间“秒杀”到了
课程。

殷飞认为，要纾解家长的焦虑，不能仅靠
劝家长保持理性，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
衡，丰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从根本上打破
不健康的教育生态。

（据新华社南京９月１２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１１日一致通过第２３７５号决
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决议同时重
申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
以外交和政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社会将减少对朝鲜
的石油供应，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以及禁止
朝鲜海外务工人员向国内汇款等，以最大限
度遏制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决议表
决后表示，中方一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
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２３７５号决议体现了
上述“三个坚持”原则，表明了国际社会
反对朝鲜发展核和弹道导弹能力、维护国
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致立场。中方敦促朝
方正视国际社会要求朝方停止核导开发的
愿望和意志，切实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
议，不再进行核导试验，切实回到无核化
轨道。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发言时
表示，安理会成员国应当继续寻找朝核危
机的外交解决办法。他敦促安理会认真考
虑俄中两国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朝核危机
的倡议。

涅边贾同时强调：“俄罗斯不承认朝鲜
争取核大国地位的诉求，并支持联合国安理
会所有关于要求平壤停止其导弹计划的决
议，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针对朝鲜９月３日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
美国在次日向安理会成员散发了制裁朝鲜的
决议草案，供安理会１５个成员国讨论。这是
２００６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第九次通过针对朝
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今年７月４日，中俄就朝鲜半岛问题发
表联合声明。双方以中方提出的并行推进
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
行”思路、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
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议和俄方提出
的分步走设想为基础，制订了解决朝鲜半
岛问题的“路线图”。

【新闻事实】

联合国安理会１１日一致通过第２３７５号决
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社会将减少对朝鲜
的石油供应，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以及禁止
朝鲜海外务工人员向朝鲜国内汇款等，以最
大限度遏制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决议表决
后指出，中方一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问题。中方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
要求朝方停止核导开发的愿望和意志，切实
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议，不再进行核导试
验，切实回到无核化轨道。

【深度分析】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朝核问题
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要解决朝鲜半岛
问题，首先朝鲜应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尊重国际社会普遍呼声，不再继续推进核导
开发。此外，美国、韩国等方面也应避免采
取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包括联合军
事演习等，这也就是中方提出的解决朝核问
题的“双暂停”倡议。

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
行”思路是解决半岛问题的现实可行出路。
中方也呼吁有关各方给予积极考虑，同中方
一道坚持推动对话协商。

【第一评论】

朝鲜半岛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军事解决
没有出路。中方决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２３７５号决议，
就反映了安理会成员维护半岛及地区和平稳
定、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及维护国际核不扩

散体系的一致立场。
在处理朝核问题时，各方应坚持以实现

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为原则，有关各方都
承担起应有责任，发挥应有作用，切实采取
措施缓和半岛紧张局势，重启对话谈判。

【未来出路何方】

专家指出，作为朝核问题的两个主要当
事方，朝鲜和美国均应为问题的解决采取切
实行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北
亚研究中心主任朴键一表示，解决朝核问题
当然需要朝鲜弃核，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致
要求。但现在美韩日老是以各种理由对朝鲜
进行军事威慑，比如最近美韩又开始大规模
军演，不断刺激朝鲜搞核导开发。

其实，关于如何解决半岛问题，中俄两国
早已提出了可行方案。今年７月４日，两国发表
联合声明，以中方提出的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
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行”思路、朝鲜暂
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
倡议和俄方提出的分步走设想为基础，制订了
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路线图”。

朴键一指出，“双暂停”倡议和“双轨
并行”思路才是朝核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

成晓河认为，中国提出“双暂停”倡议是出
于公心，为朝核问题谋求转圜空间。美朝双方
应冷静下来，在合适时机开启谈判，不要纠结
于面子问题，要有大智慧、大战略、大耐心。

【背景链接】

９月３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再次进行核试验。次日，美国向安理会成员
散发了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并于１１日得到
通过。这是２００６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第九次
通过针对朝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综合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２日电)

外交部：希望有关各方积极支持中方

在朝核问题上劝和促谈的努力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5号决议通过后，多方发出了通过政治和外
交途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呼声。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12日表示，中方始终坚持通过对话
协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希望有关各
方积极支持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联合国
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通过后，不少安理会成员
在解释性发言中都强调要寻求政治和外交解
决朝鲜半岛问题。另据报道，韩国总统文在
寅、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
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在近日通话中，都主
张以和平方式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方面的表态。
中方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朝鲜
半岛核问题。刚刚通过的安理会决议在对朝
核导计划采取进一步措施、坚定维护国际核
不扩散体系的同时，重申维护半岛和东北亚
和平与稳定，强调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
解决问题，支持恢复六方会谈和“9·19”声明
承诺。中方认为，各方都要全面、完整地执行
安理会决议的有关规定。

他表示，当前，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
感、严峻，各方均要保持冷静，坚持通过对话
协商和平解决问题。一直以来，中方为推动
妥善解决半岛核问题做出不懈努力。“双轨
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就是中方结合当
前半岛形势和各方合理关切，为以和平方式
彻底解决半岛问题提出的方案。这一方案标
本兼治，合情合理。希望有关各方积极支持
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同中方一道为和平解
决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朝鲜的严厉制裁决议

和平解决是唯一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全面从严治党
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新的历史条
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作
出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受到国际社会普
遍关注。多位外国政党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全面从严治党对中国共产党保持
战斗力和领导力、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至关重
要，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理政经验值得学习
和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

大的突出问题，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能力显著增强。

巴基斯坦人民党旁遮普省中央党部主席卡
马尔·扎曼·凯拉说，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反腐
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中国共产党将进一
步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领导力，并促使各
级领导和广大党员更好地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奋
斗”。

土耳其爱国党副主席索内尔·波拉特对中
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新、自我净化深表赞叹。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堪称前无
古人，值得称赞。”“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
是当今世界最有效率的政党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党内监督，出
台或修订近８０部党内法规，使全面从严治党有
规可循、有据可依，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副书记、国
家杜马议员谢尔盖·热烈兹尼亚克说，作为执
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密切关注并仔细研究”
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做法，“很多在中
国实施的反腐败做法，正在俄罗斯得到落

实”。
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国务大臣兼反腐

败委员会主席翁仁典说，柬埔寨高度赞赏中国
共产党打击腐败坚强的决心、勇气和明确的政
策，把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视为模范。他认为，
巡视工作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透明度、
可信度和治理能力。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今年６月底，全国累计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超过１７万多起，处
分１３万多人，平均每天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超过１００起。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
度从２０１３年的８１％提高到２０１６年的９２．９％。

坦桑尼亚革命党书记处书记汉弗莱·坡勒
坡勒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和《摆脱贫困》两本书。他说，“批评和自我
批评”对一个政党的治国理政实践而言具有重
大现实指导意义，一个政党只有不断进行批评
与自我批评，才能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敢于
自我批评、对腐败毫不姑息，才能赢得人民信
任，而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正是得益于人
民的支持和信任。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２日电）

重拳反腐固根基 自我净化气象新
——— 外国政党负责人热议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硕士竟教不了一个小学生
——— 谁在靠你的教育焦虑“吃饭”

新进展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报道

中国货轮“相会”北极
这是9月12日在楚科奇海与东西伯利亚海

交界处的德朗海峡西口拍摄的“天健”轮

（左）与“天乐”轮相遇的画面。

中国货轮“天健”轮与“天乐”轮12日在

北极东北航道上相遇。

英国“脱欧”关键议案

获议会下院通过
新华社伦敦９月１２日电 英国议会下院１２

日投票通过一份名为《大废除法案》的“脱欧”关
键议案，旨在将现有欧盟法律转换为英国国内
法，为英国“脱欧”后的法律承接做准备。

经过两天的辩论后，英国议会下院以３２６
票支持、２９０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议案。按
议会立法程序，该议案将进入委员会审查阶
段，其内容仍有可能通过修正案进行修改。

《大废除法案》将废除英国议会在
１９７２年制定的《欧洲共同体法案》，后者
确立了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法律在英国
的直接或间接适用、当两者法律冲突时欧盟法
优先等原则。

当地舆论称，《大废除法案》是“英国历史上
意义最重大的法案之一”，对英国最终脱离欧
盟、收回议会立法主权十分重要。《大废除法案》
需由英国议会两院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对《大废除法案》在
议会下院获得通过表示欢迎，认为它为英国
“脱欧”提供了确定性。而反对党工党议员认
为，这一议案将导致英国国内法律的变化，需
要由议会审慎决定。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
４０多年的进程中，已有上万条与欧盟有关的法
律并入英国法律体系，将其中涉及欧盟法的内
容进行必要的处理，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新华社石家庄9月12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12日在石家庄表示，将
在全国组织开展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
目前已经达成了一批劳务对接扶贫协议。

当日，全国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的
签约仪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此次签约仪
式中，东部地区9省市与中西部地区17省区市
签订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协议28份，东
部地区25个中心城市与中西部地区40个贫困县
签订扶贫行动协议41份，东部地区8个家政服
务企业（行业协会）与中西部地区8个贫困县
签订扶贫行动协议8份。

“转移就业是实现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的一条重要途径。”邱小平说，目前有大量
农村贫困劳动力有待转移就业，如果通过精准
就业服务引导帮助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
移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不仅能帮助农村贫困
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稳定增收、稳定脱贫，而
且能增加家政服务供给、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邱小平介绍，下一步将聚焦家政服务劳务
对接扶贫行动目标，把转移了多少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稳定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增加了多少
家政服务员供给、带动了多少贫困人口脱贫作
为衡量成效的主要指标；要扎实搞好对接服
务，贫困县要主动提供精准就业服务，中心城
市要建立健全岗位开发、技能培训、就业服
务、权益维护“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各省
区市家服办将加强对中心城市和贫困县劳务对
接扶贫行动的指导、督促和考核。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2日电 9月１2日23时58
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顺利完成了与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试验。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
务圆满成功后组织实施的系列拓展试验项目之
一，旨在验证货运飞船的快速交会对接能力，
进一步发挥任务的综合效益，为我国空间站工
程后续研制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技术基础。

天舟一号是我国首艘货运飞船，４月２０日
从海南文昌发射。天宫二号是我国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去年中秋夜升空。

试验开始前，地面科技人员对天舟一号先
后实施了４次轨道控制，保证天舟一号与天宫
二号快速交会试验的初始轨道条件，完成了相
关试验准备。

１２日17时24分，地面判发指令，控制天舟
一号转入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分远距离自
主导引和近距离自主控制两个阶段实施。在远
距离自主导引段，天舟一号自主导引至远距离
导引终点；在近距离自主控制段，天舟一号在
天宫二号的配合下，利用交会对接相关导航设
备，完成与天宫二号交会。之后，天舟一号与
天宫二号对接机构接触，完成对接试验，整个
过程历时约６．５小时。

后续，天舟一号还将视情开展第三次、也
是离轨前的最后一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

人社部将在全国组织开展

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

天舟一号完成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试验

新华社武汉９月１２日电 记者从武汉市有关
部门了解到，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零时起停止征收武
汉市内“九桥一隧一路”ＥＴＣ车辆通行费。

据介绍，此次停止征收ＥＴＣ通行费的范
围是武汉市三环线内（含三环线）仍在收费的
“九桥一隧一路”。即：武汉长江二桥、武汉
白沙洲长江大桥、武汉天兴洲公铁两用长江大
桥、武汉二七长江大桥、武汉鹦鹉洲长江大
桥、晴川桥、月湖桥、长丰桥、江汉六桥、武
汉长江隧道、三环线道路。

武汉市素以“百湖之市”“两江三镇”闻
名，但发达的水系也造成城市区域的割裂。在
特殊的历史时期，武汉市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建
设桥梁隧道。经历设点收费和年票收费之后，
２０１１年７月，武汉市对城区路桥收费制度实施
技术改造，引入了ＥＴＣ系统。

武汉将取消城区路桥收费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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