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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2017年暑期，月薪3万支撑不起孩子暑假的新闻引发热议。不久前，一
位母亲在网上晒出了今年的暑期账单：花式培训班、花式海外游学，总体费
用达到7.4万元，这其中游学就占了5万元。月薪8万元支撑不起一个暑假，
这是真的吗？

眼下，暑期过了大半，8月15日，记者从携程发布的《2019暑期游学账
单》了解到，今年暑期长沙游学人均消费9217元，位居全国游
学出发城市第19位。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庞明钰 刘璐 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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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游学账单：长沙人均花费9217元
位居全国游学出发城市第19位 家长选择趋理性，不再单一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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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最大的价值在于奉献，一
旦穿上了军装，一旦站在军旗下宣
誓，也就意味着要把自己最美好的
青春奉献给国家和人民，要和国家
签订一份生死契约，这是一个生死
血盟。每当国家危难之际，作为军
人只有唯一的选择，那就是挺身而
出， 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
命。军队是国家的安全后盾，军人
是人民的保护神。但是，“铁打的营
盘流水的兵”， 总有一天军人会脱
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地方工作
和生活。角色的改变，心态的改变，
环境的改变，如何继续秉承初心依
旧、丹心似火的革命传统，保持军
人本色和脚踏实地的奋斗热情，发
光发热呢？

军人退役后，无论在什么工作
岗位，对党的忠诚不能变；无论身
在何处， 对祖国的热爱不能变。他
们是一个群体的侧影，反映的是广

大转业军人立足社会各界、积极投
身社会主义新时代大潮的精神和
风貌。军人的作风、军人的精神、军
人的信仰，鼓舞着他们在今后的人
生阶段和角色中， 继续砥砺前行、
无私奉献，活出精彩人生。

一是要保持正气，忠诚对党。
对于转业军人而言， 能否循理而
动、 能否有所作为、 能否永葆初
心， 其中最关键的就在于自身是
否能继续保持充盈的正气。 正气
充盈，则邪不胜正；正气羸弱，则
百“病”俱生。树立正气首先要信
念坚定、忠诚对党。把对党忠诚当
做自己的生命线， 作为首要的政
治本色， 无论在军在民都是为党
为国， 要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首
位，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必须在
思想上行动上自觉同以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

强“四个自信”、深刻践行“两个维
护”， 不断强化对党的认同感、归
属感， 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命运
紧密联系在一起， 把个人事业融
入到党的事业建设之中。

二是要永葆朝气，敢于担当。
部队强调“精气神”，朝气是军人
最重要的“资本”之一，转业后这
种气质更不能丢，朝气就是希望、
生机和力量， 是战胜和克服各种
困难挑战的信心和勇气。 无论是
自主创业还是地方安置， 要继续
保持和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把
硬作风、 严要求与干事创业联系
起来，牢记大事面前看担当，有多
大负重才能干多大事业。当前，各
个行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德
才兼备、勇于担当、啃硬攻坚的人
员，这些正好是军转人员的优势，
要利用这种优势解决复杂问题、
驾驭复杂局面， 要用担当诠释忠

诚，真抓真干、克难攻坚。
三是要勤奋学习， 刻苦实践。

学习永远是提高素质、增长才能的
重要途径，更是干好工作、创好事
业的重要基础。由于部队和地方性
质差异，军转人员只有主动加快知
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
视野，才能在社会激烈的竞争环境
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尤其是在深化结构调整、推进改革
创新、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
会遇见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
矛盾、新挑战，要积极妥善应对，更
需要军转人员解放思想、 实事求
是、视野开阔，向书本学习、向实践
学习、向群众学习。要多接地气，多
“墩苗”，积极扎根基层、勇于投身
实践。勇于面对现场、面对困难、面
对群众， 鞋上多沾些基层的泥土，
心里多装些群众的冷暖，亲身经历
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通过

实实在在的行动， 赢得人民群众的信
赖和支持。

四是养成静气，严于律己。“君子
之心，常存敬畏。”军人从迈进军营的
第一天开始， 就要求他们思想坚定，
对党忠诚，服从命令，艰苦朴素，这些
都是转业军人的一大优势。所以转业
军人回到地方后思想可塑性较强，具
有端正的道德品行，能有效约束自己
的言行举止。但也要保持警惕，坚持
理想信念不动摇、 思想意识不滑坡。
当今社会， 欲望和诱惑时时处处都
在，要避免落入“陷阱”之中，首先要
严格自律，淡泊明志，解决好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把“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
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永远保持部队
优良正直的作风，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避免“栽跟头”，再立新功。

■湖南省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
魏红旗

转业军人如何做到“初心不改、使命在肩”

本报8月16日讯 在中南大学，
徐海老师的《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
秘》选修课可谓“网红课”，每次都被
学生们“哄抢”，甚至有的学生会选
修完后再选一次。而现在，这门“网
红课” 不但是中南学子的“专属福
利”，通过网络平台，人人都可以“蹭
课”。 这门课也被认定为2019年湖
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记者今日从省教育厅获悉，
我省今年共有141门课程成为精品
在线课， 另外还有157门课程列为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选题名单。

能成为省级精品在线课程，一
般都是备受关注的“金课”。据介绍，
课程要求包括“课程团队”“课程教
学设计”“课程内容”“教学活动与教
师指导”“教学效果与影响” 五个方
面。在效果上，课程在一定范围内实

现共享，能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在推
动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普及和发展
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省教育厅要求， 入选2019年湖
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选题的课程，须于2019
年10月30日前完成在公开课程平
台上线使用， 在至少完成一期教学
活动后，参加2020年度的认定工作，
认定通过后才能确定为“湖南省普
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如连续两年认定不通过，则取
消选题。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网红课”成“金课”
141门省级精品在线课程等你来学

从携程游学平台的订单
数据看，2019暑期全国单次
游学人均消费价格为8641
元， 同比2018年下降4.3%；
家庭平均游学花费2.2万元，
同比2018年增长2.1%。

该平台发布的“2019暑
期游学消费排行榜” 显示：广
州游学人均花费11963元，全
国最高，其次是北京10380元
和上海9830元。记者了解到，
2019年暑期携程平台上最贵
的订单来自北京，是父母和孩
子一起参加的新西兰成长锻

炼营地，订单价格超10万元。
“今年暑期孩子的补习班

加起来花费5000元左右，还和
老公一起带她去了趟‘新丝绸
之路从青海湖到敦煌’ 历史人
文亲子营。”长沙艾女士的孩子
今年10岁， 她表示整个暑假
“游+学” 一起花了2万多元。
“这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面，已
经算是中等偏上了。 那种花十
万、八万的事也听说过，但是我
身边绝大部分家长还是比较理
性， 不可能大幅超过自己的收
入水平。”

长沙的余先生， 今年暑
假给儿子报名了“亲子英国
教师家寄宿深入体验式游
学 7日” 产品。“游学花费
6000元不到，加上往返机票
和自由活动的门票、 用餐
等，9天游学的花费在2万元
以内。”余先生表示，这次孩
子的游学和平时的普通旅游
价格差不多，“但游学既锻炼
了口语能力、社交能力，还增
强了他的生活自理，效果‘还
不错’。”

据携程统计，今年暑假，

长沙游学人均消费9217元，其
中小学生花费1688元，初中生
花费 8436元， 高中生花费
15499元。

长沙位居全国游学出发城
市第19位，长沙出发游学同比
增长66%。 在游学的男女比例
中，男性占多数，为62%。

数据还显示， 今年暑期
从长沙出发游学的国内最受
欢迎目的地分别为：腾格里、
西安、北京 、敦煌、成都 、上
海；海外为新加坡、加拿大、法
国等地。

就游学账单看，今年家长
们选择游学，一大变化是常规
的美国游学产品人气下降，日
韩东南亚短线游学产品选择
占比上升。

携程游学平台发布的
“2019暑期游学目的地排行
榜”中，国内游学普遍在三四
千元级别，海外游学中瑞士最
贵， 客单价达到51476元，泰
国、印尼等东南亚游学价格只
需要六七千元。此外，携程游
学数据还显示，女生人均游学
花费超过男生。 十二星座中，
游学花费最高的是狮子座、双
鱼座和天蝎座。

携程统计数据还表明，今
年暑期该平台共上线1400多
条游学产品，其中，占比最高的
是价位在1000元到10000元的
游学产品，占比达到54%；其次
为10000元到30000元游学产
品，占比25%；千元以下的轻游
学产品数量达到200多条，占
比16%；30000元以上的游学
占比在5%左右。

“游学最重要的不是去哪
里，价格多高，而是和谁一起
去，行程安排的有没有意义。”
不少家长表示，“一些小而美
的游学路线对工薪阶层家庭
来说就‘非常友好’。”

万元以下产品占比70%

家长选择游学不再单一求贵

长沙游学人均消费9217元

8月16日，嘉禾县第一中学操场，高一新生在训练
间隙表演才艺节目。当日，该县两所中学的2000余名
高一新生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军训。 黄春涛 摄

军训历练
收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