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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彭戎）近
日，成都市新都区“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坝坝会在军屯镇五
灵村举行。新都区纪委监委、军屯
镇纪委、区水务局、区交通局、区生
态环境局等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

与50多名群众围坐在一起，听民
声、察民情、问民意、解民忧。据了
解，本次坝坝会收集了居民反映的
问题、意见建议25条，现场作答问
题18个，对于现场没有解答的问
题，相关单位已做好记录，会后将

细化责任分工，明确工作时限，切
实推动问题解决。“我们会扎实做
好坝坝会的后半篇文章，达到解决
好群众利益诉求、化解纠纷矛盾，
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的目
的。”军屯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都军屯镇：坝坝会上解决群众烦心事

姜渭生于1964年，陕西省
渭南市人。1979年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1982年参加公安
工作，历任西安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处四中队、西安市妇女收
容管教所、西安市公安局未央
分局未央宫派出所民警。

姜渭参加公安工作以来，热爱
人民，勤勤恳恳为群众办了许多好
事。他嫉恶如仇，机智勇敢，不怕
牺牲，多次只身同犯罪分子作斗
争，短短8年时间4次光荣负伤。

一个冬夜，姜渭发现一位出租
车司机被3个歹徒持刀围住，当即
上前制止。歹徒亮出匕首紧逼过
来，姜渭无惧恐吓只身搏斗，腰部
被歹徒刺伤。他一面对司机大喊：

“快到派出所报案！”一面忍着剧
痛，制服了其中一名罪犯。其余两
名罪犯也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抓获。

即使下了班，姜渭也时刻不忘
为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一次回
家途中，姜渭认出了通缉在逃人
员，当即展开追捕，奋不顾身从4米
多高的立交桥上跳下，不顾左脚扭
伤的剧痛，终于抓获逃犯。

1990年1月5日，姜渭发现一
起重大贩毒案线索，不顾个人安
危，三入“虎穴”，掌握了案犯的犯
罪证据。1月6日，本应休假的姜渭
主动请战，与派出所所长胡建成等
4名民警直奔窝点捉拿案犯。在现
场，姜渭一眼认出了通缉在逃的命
案嫌疑人秦西保。秦西保眼看自
己就要被抓捕归案，突然掏出手
枪。在这危急关头，姜渭舍生忘
死，大喊一声“罪犯有枪！”便向案
犯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
案犯射来的子弹。持枪歹徒最终
被民警当场击毙，姜渭却因胸部中
弹壮烈牺牲。

1990年2月12日，公安部追授
姜渭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
模范”称号。同年，陕西省人民政府
批准姜渭为革命烈士。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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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渭：
人民的好警察

苏宁，山西省孝义县（今孝义
市）人，1953年出生，1969年2月应
征入伍，197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作训参
谋、作训股长、营长、炮兵团参谋长
等职，中校军衔。先后受嘉奖5次，
提前晋级1次，立三等功1次。

苏宁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
无比忠诚，埋头苦干，在所工作过
的岗位上，取得了出色成绩。他心
系祖国安危，着眼于未来战争，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潜心钻研军
事理论，先后撰写了70余篇、共30
多万字的学术论文。他撰写的《用
运筹方法优选野防最佳方案》论
文，首次提出和论证采用纵深机动
防御的设想，对战术改革具有重要
意义。他提出的《摩步师攻防计算
机辅助决策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共两万余字，几千个数据，上百个
计算公式。后在此基础上，与专家
合作研制成《陆军师团攻防作战微
机模拟系统》，引发了指挥手段的
巨大变革。

苏宁不仅钻研理论，还脚踏实
地进行部队急需项目的改革。从
1981年到1991年 4月，他自己完
成和参与研制的改革有162项，其
中1项获全军模拟器材二等奖，6项
受到总部、军区机关肯定和推广，1
项获军区科研成果四等奖，8项被
军区、集团军推广。战友们赞誉他
是“炮兵英才”。

苏宁曾3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
战友，并为群众和战友做了大量好
事。1991年4月21日，他组织部队
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为保护战友
身负重伤，4月29日牺牲，年仅37
岁。

1993年2月19日，中央军委授
予苏宁“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
部”荣誉称号，称他是“新的历史时
期我军干部中的一个德才兼备、忠
于职守、献身国防的突出典型”，号
召全军广大干部战士向他学习。

据新华社

苏宁：
用鲜血和生命为祖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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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
15日开庭审理被告人王某某强
制猥亵案，并当庭公开宣判，以
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
有期徒刑6个月。该案系上海
市轨道交通领域首例“咸猪手”
入刑的案件。

8月26日，上海铁路运输检
察院以涉嫌强制猥亵罪对王某
某批准逮捕。经审理查明，2019
年7月1日18时23分至18时29
分许，被告人王某某（男，1985年
出生）在上海市轨道交通八号线
列车车厢内，紧贴坐在一名女子
（系未成年人）左侧，左手搭在自
己右臂并持续触摸该女子胸部
等部位。期间，该女子挪动座位
以躲避，被告人王某某仍然继续
紧贴并实施触摸行为。18时31
分许，被告人王某某以同样方法
触摸另一名女子的胸部，被女子
察觉质问，王某某在逃跑途中被
当场扭送至公安机关。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王某某先后对两名女
性强行实施摸胸等猥亵行为，且
其中一名为未成年女性，其行为

已构成强制猥亵罪，依法应予惩
处。被告人的行为不仅侵害被
害人人身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
扰乱轨道交通的正常秩序，具有
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公诉机关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根据被告
人犯罪具体情节，将“公共场所
当众强制猥亵”作为入罪情节，
不再以加重情节重复评价，符合
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应
予支持。被告人王某某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认
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
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被告人王
某某作出上述判决。因涉及个
人隐私，该案依法不公开审理。

该案主审法官表示，类似轨
道交通内强制猥亵案件取证困
难，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害人不主
动报案。此案中，被告人强制猥
亵情节表现充分，证据确凿。希
望通过此次严惩，对在公共场所
有类似行为的行为人起到震慑
作用，他们不敢再伸出“咸猪
手”。 据新华社

判了！
上海首例轨交内“咸猪手”案

被告人获刑6个月

近日，某教育机构组织
6-10岁儿童进行“量子波动
速读”大赛及日常学习的视频
在网络热传。视频中，一群孩
子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快速地
埋头“哗哗哗”地翻书，隔着屏
幕都能感受到孩子们指尖生
风。“量子波动速读”培训学费
少则一两万多则五六万，但在
家长群体中异常火爆。

据说学会“量子波动速
读”的孩子，只要翻书1-5分
钟，就可以看完10万字的书，
并且还可以把书本内容复述
出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培训机构宣称，学会“量子波
动速读”后不仅可以速读，还
能闭着眼睛就和书本发生感
应，即使戴上眼罩也知道作者
传达的情绪和内容。

视频在网上扩散后，引起
了网友的群嘲。有网友调侃：

“以前上课时只是用这个方法
扇风降温，现在竟然收钱开班
授课了？”“现实版的一目百行
啊，比武侠小说还玄幻！”

面对质疑，培训机构称
“量子波动速读”的原理很复
杂，量子会跟量子产生纠缠，
而量子在纠缠的过程中又会
产生波粒二象性，通过你的眼
睛作用于大脑，最后眼动脑
动，读完整本书。不管你信不
信，反正负责介绍原理的培训
老师，讲这番话的时候连自己
都忍俊不禁。

厘清这些，再看孩子们快
速翻书的画面，感受到的可能
就不是指尖生风，而是满屏尴
尬。这种所谓的速读培训几
乎可以跟骗局划等号，为何还
有那么多家长心甘情愿掏腰
包？难道真的只因为人傻钱
多？

【立即评】

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
不要总想走捷径

各类培训骗局大行其道，背后
当然与家长对孩子不切实际的期望
有关。基础教育阶段的竞争渐趋激
烈，各式各样的牛娃让家长倍感压
力，一些恨铁不成钢的家长对培训
机构宣传各类超能力培养非常着
迷，甚至失去了基本的常识与理性，
在某种程度上“走火入魔”了。

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些
家长出现教育焦虑是正常现象。但
不能因为焦虑就去“跳坑”，或者把
孩子往坑里推。无论是“蒙眼识字”
还是“量子波动速读”，为了让家长
觉得钱花得值，一些机构必然使出
各种欺骗手段，结果家长花了钱、孩
子付出了精力，最后孩子不仅知识、
技能没学到，反而学会了怎么骗家
长。家长的焦虑或许在被骗中得到
了满足，但这样的培训到底是为家
长服务，还是为孩子服务？

对于家长来说，什么是科学的
教育理念？最基本的一条，恐怕就
是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不要总想
走捷径，不要总想把孩子培养成“神
童”，总想着让孩子掌握“超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宋潇综合新华社

【专家说法】
心理学家谈“量子波动速读”：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局

“量子波动速读”究竟是不是
骗局？对此，著名心理专家唐映红
认为，所谓的量子波动速读，或者
其它吹嘘能“迅速”或者“大幅提
高”的记忆术，很有可能是骗局，

封面新闻：您为何认为“量子
波动速读”是骗局？

唐映红：推广机构说，按照
这种阅读法，读者只需要类似扑
克牌洗牌一样高速翻动书本，甚
至不闭着眼睛，就能快速理解书
中内容，阅读速度可以高达每分
钟10万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这就是骗局！在我看来，凡是鼓
吹能迅速提高或者大幅度提高
孩子阅读速度、能力、技巧的任
何吹嘘都是骗局。

封面新闻：应该如何甄别教
育方式是否有效？

唐映红：如果对“量子波动速
读”之类动心的父母，真心该检讨
一下自己。对于家长来讲，有必
要学一点心理学、教育学的常
识。对现代心理学、现代教育学
一无所知没关系，如果拒绝学习，
又对孩子有着很高的期望，就跟
从来不练习，却幻想得冠军一样
荒唐。强调一遍，此事没有捷径！

据说科幻小说界流行一句“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指的是当作者编不下去时，往往会用“量子力学”的神秘力量来让剧情延伸下去。
这句话似乎也能代入现实，改为“父母不决，量子力学”，

没有那些因望子成龙而陷入迷失状态的父母，怎么会有这种骗局生存的空间？

“量子波动速读”骗局背后
翻书5分钟，阅读10万字？

15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
了成都一些开设有类似课程的机构。这些机构
收费多为3万至6万。工作人员表示，该课程很
受欢迎，能快速提高儿童阅读能力。“通过系统训
练后，3-5秒看一页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波动速读法系统训练，3-5秒可读一页”

记者来到位于成都金融城附近一机构进
行咨询。该机构在成都有7家门店，其中一亮
点课程为“右脑开发波动速读”。

在该机构宣传手册上指出，量子波动速读
针对8至17岁的学生，系统训练后可达到：书
中文字快速成像、光波飞入电影回放、一目十
行过目不忘。

机构管理人员徐女士表示，报名“右脑开
发波动速读”课程有一定的门槛，需要带孩子
先来体验，机构老师考核通过后才能报班。“课
程结束后，孩子阅读认知范围内的书，基本可
以实现3至5秒看一页书，可以把里面的内容
复述出来基本能做到过目不忘，至少可以复述
70%以上的内容。”

“这个就是右脑的神奇所在，与过去一字一
句阅读是传统的左脑阅读方式是不一样的。”徐

女士表示，要达到以上效果，至少需要半年以
上的训练时间。“整个成都量子波动速读法价
格在3-6万之间，贵一点可达到10来万，我们
算是比较居中的价格。”

“快速翻书只是训练的一项，网友断章取义”

“量子波动速读，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在记者探访的第二家成都本土的教育培训机
构中，宣传手册首页上印有这句广告词。

在课程特色中介绍中写道：在波动速读的
过程中，读者只需要以高度翻动书本（类似于洗
扑克牌的速度）甚至不需要翻开书本就可以理
解书中内容，10-30分钟读完一本书，一天可以
读3本书，一周21本书，一年就是1091本书！

对此，负责招生宣传的袁老师表示，“手册
上的内容是有广告嫌疑，但量子波动速读的效
果是真实存在的，经过我们的系统训练，阅读
能力提升五倍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该机构多项训练内容中，记者看到有一
项为“高速翻书训练”，即启发儿童的内视觉成
图能力，掌握波动速读技巧。

袁老师现场展示了量子波动速读法的阅
读技巧，他表示网上流传的翻书视频只是翻书

的一种手法练习，养成手和
脑的配合，把眼球的视觉范
围放大，不属于最终的阅读
方式，网友可能是断章取义。

对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
质疑声，袁老师表示，早已习
惯。“经过训练，30秒看两百
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3-5
秒看一页确实有点夸张。”袁
老师说。

随后，记者在街上随机采
访了家长。一9岁女孩家长杨
先生看完视频后表示无语：“这
个看一眼就知道骗人的，神童
也做不到，肯定是骗人的。”另
一家长鲁女士说：“眼睛都来不
及看，怎么能记得住呢？”

【记者调查】

某教育培训机构：“质疑是因认知程度不够”

某培训机构自制的“量子波动速读”宣传资料。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