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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再好 也应在安全线内
■何鼎鼎

几天来，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
故的后续搜救，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
心。截至泰国当地时间 11 日下午，事
故中 47 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找到，
善后处理工作还在继续。

这一事故也警示着人们，无论是
经营者还是游客， 旅游安全意识不可
放松。 文化和旅游部也印发了紧急通
知，要求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坚决防范各类涉旅突发事件的发生，
并提示公民要增强出国旅游的风险防

范意识。当下正逢暑期旅游旺季，各省
份也纷纷紧绷安全弦， 拉网排查旅游
安全隐患，发布旅游安全警示。

随着海外游越来越火，旅游安全
已是全球性问题。 据统计， 仅 2017
年，海外各类旅游活动安全事故导致
182 名中国公民意外身亡。 看起来只
是出境游总人数的极少一部分，但一
失万无，不测落到谁头上，都会给家
庭造成沉重打击。 身处异乡，风险总
是积于忽微。 客观地说，海外游易出
事故，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人生地
不熟导致的风险叠加，对当地风险点
缺少充分认知，包括旅游目的地对中
国游客定向服务有所局限。

当然，旅游安全风险可不止于境
外游。正如唐人杜荀鹤所言：“泾溪石
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
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这几
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成为
很多人的口头禅，但看世界的安全意
识未必水涨船高。 7 月 10 日，两名游
客在云南贡山丙中洛镇游玩时，因为
拍照不慎跌落悬崖。若有足够的风险

意识，如此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
全域旅游的开展， 小众旅游、自

助旅游概念的兴起， 让越来越多游客
开始享受“不走寻常路”的乐趣。 竹杖
芒鞋探索山川之妙趣，精神可嘉，毕竟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常在于险
远”。 但再好的风景，都应在安全线以
内。现实的教训已十分深刻，驴友为体
验“荒野求生”之乐登山被困的新闻常
见报端，远足遭遇雷暴者并不鲜见，野
湖畅游溺亡事故也时有发生……安
全防范措施必须紧在前头，“安全带”
松了，事故来时就系不上了。

对于相关部门而言，必要的安全
提示与整改措施同样不能少。 去年，
欧洲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有中
国驻外领事馆发布欧洲旅游防范恐

怖袭击指南；今年年初，中国外交部
也将旅游产品服务经营者提示旅游

目的地国家存在的安全风险的义务，
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
助工作条例（草案）》。同时，在旅游业
的管理中，更要切实落实地方政府属
地管理责任、 旅游企业主体责任、相
关部门监管责任，认真排查和消除各
类隐患，严防重特大旅游安全事故发
生。 对不安全的旅游设施，能今天修
固的不要拖到明天，对不合格的旅游
项目，该下架的绝不能手软。

出游本为散心，不应成了糟心甚
至痛心之旅；绷紧安全之弦，才能玩
得尽兴。 出门前了解足够的安全知
识，试着买份旅游保险，无论骑马、蹦
极还是玩滑翔伞， 只有安全有保障
了，快乐才有保证。毕竟，出门在外冷
暖须自知，再好的风险提示，都不如
自己谨慎来得管用。

改头换面
“超纲”“拔高”改换名目避开敏感词，防暗访

“假关门”应对检查，大量“无证无照”的培训机构
隐匿存在。 近期，记者在南京、武汉、成都等地调查
发现， 严令整治之下， 校外培训机构不仅依然火
热，还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发现自己的性格优势

■吴月

与不熟的人聚会， 热闹的欢声笑
语中，感到有些无所适从；要做课堂展
示，必须提前准备好，不然就可能语无
伦次；参加群体面试时 ，明明有观点 ，
却总插不上话， 话到嘴边又咽下……
如果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可能你也是
一个内向的人。

在一个网络问答平台上， 有不少
这样的提问：“性格内向真的不好吗？ ”
“性格内向，还有可能成功吗？ ”“性格
内向的人如何学会融入群体？ ”……在
一些人眼中，内向仿佛成了一种缺点。
当然，外向的人实则也有外向的烦恼，
“不稳重”“太闹腾”， 一旦被贴上这样
的标签，求职等也可能不那么顺利。 总
之， 面对自己不尽完美却又难以改变
的性格，许多人容易感到困惑。

最近参加一次活动时，在自我介绍
环节，一名男生坦荡荡站起来说：“我性
格内向，不善言辞，爱打篮球……”大家
都笑了， 我却在心里悄悄为他点了个
赞，因为认同自己的性格，并不总是一
件容易的事。

其实， 性格并没有优劣好坏之分。
内向的人，寡言谈，感情不外露；外向的
人，好活动、好交往，活泼开朗，两种性格
都有各自的优势。真正认识自己，才能悦
纳自己的性格，也是改变自己的开始。

在玛蒂·莱利的 《内向者优势》一
书中， 有这样一句话：“浅浅的溪流或
河水奔流迅速， 较深的水域似乎较为
平静。 ”外向的人往往更有活力，而内
向的人常常更具有洞察力。 热爱交谈
的人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喜欢
倾听的人则可能观察细致； 活跃的人
在人群中更为瞩目， 专注的人更擅长
深思熟虑、独立工作。

自带光芒的外向者自不必说 ，内
向者可能不那么闪光， 但也有自己的
优势。 教育家梅贻琦给人的印象是严
肃拘谨， 不苟言笑， 但在艰苦的环境
中，这位“寡言君子”说，“必不应退却，
必不应畏缩， 只有鼓起勇气， 坚忍前
进”， 带领大学走过风雨飘摇的岁月。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有学者在演讲
中提到， 许多杰出领袖都将自己描述
成内向的人， 在独处中获得卓越的力
量，但他们依然能够站在聚光灯下，成
为掌舵者。

发现自己性格优势的同时， 也要
适当改变自己的不足。 不爱主动与人
交往，可以学习社交技巧 ；不善言辞 ，
那就反复练习；面试紧张，便多做一些
准备功课，给人发现自己的机会；团队
合作，可以多承担自己擅长的任务；不
善表达情感，“行胜于言”也能很浪漫；
筋疲力尽之时，不妨就离开人群，给自
己充电“回血”。 反之亦然，静一点，慢
一点，外向的人也可以少一些烦恼。

说到底， 内向和外向只是一种简
单的性格分类，人的性格是丰富的，有
时不能太着急给自己贴标签。 毕竟，人
可能有性格之分，但生活不分性格，成
就不分性格，幸福更不分性格。 做真实
的自我，为梦想奋斗，就很可爱。

多点陪伴 少点遗憾

■刘念

最近 ，一则名为 《现在 ，她就是
我的 “妈妈 ”》的帖子引发了大家关
注。 一位重庆妹子晒出了自己和 81
岁外婆一起拍摄的婚纱照 ， 并说 ，
“当外婆还可以调皮地噘着嘴和我
一起拍照，就是幸福的意义”。 充满
爱意的照片背后， 还有一个不小的
遗憾：本来是想着和妈妈、外婆一起
拍的，可惜妈妈病重去世 ，没拍成 。
为了不再留遗憾， 于是有了这组动
人的照片。

照片戳中了人心灵中柔软的地

方，也触及了一个千古的遗憾：子欲
养而亲不待。

过去， 这个遗憾多是受制于寿
命。 自己还没长大，或刚具备奉养能
力，老人就风烛残年了。 李密的《陈
情表》之所以打动人心，正在于描绘
出了这种状态。 生理机能的衰退，导
致很多奉养失去意义。 子女刚刚成
人，父母就匆匆离世的也不在少数，
只能抱恨终天。

现在， 生活好了， 寿命大大延
长。 许多人 70 多岁照样生龙活虎。
上面说的那个遗憾按说也该成为历

史了。 然而，新的绊脚石又出来了：
现代人，太忙。

传统社会是慢悠悠， 现代社会
是“从来急”。 工作节奏、生活节奏、
社交密度 、活动半径 ，成倍地增加 ，
一睁眼就有忙不完的事。 干完这件
说那件，后头还有七八件。 事多了就
要排序，而在这个价值序列中，我们
不知不觉地把 “陪老人 ”列入 “不急
不重要”事务中了。 一日不急，两日
不急，这事就从日程中给忽略掉了。
仿佛老人真会长生不老， 有时候宁
肯在床上多躺会儿、 多刷会儿朋友
圈，或者玩两局“吃鸡”游戏，也不去
想它。 突然有一天意识到的时候，遗
憾往往就发生了。

现代版的这个遗憾，想想办法，
其实可以尽力去避免。 统筹兼顾、优
化日程呗。 比如，可不可以从当下开
始，见缝插针，安排一些时间来陪老
人？ 把一些社交和应酬压缩一下，带
外婆拍组照，和妈妈旅旅游，随手可
为，就看留没留这个心。 你在老人的
感情生活中长期缺席， 将来的遗憾
不说，当下的坏处就挺明显：好多老
人不就因寂寞而上了打亲情牌骗子

的当了嘛！
总之，陪老人，别学“熊孩子”做

暑假作业：整个假期都心不在焉，专
等最后几天突击。 不必非等到大富
大贵憋个大招，平时点点滴滴，偶尔
来个仪式感， 就很不错———赶紧着

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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