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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主权沦丧，统治腐朽，民不聊生，
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为了救亡图
存，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寻求救国真理。在
读书求知与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最终选择和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

青年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列强
的欺凌，军阀的反动，社会的黑暗，使他痛感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
暗到了极处”。他立志“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
方法”，即从根本上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法。

毛泽东对民族危亡境地深表忧虑，他感
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
也”。1915年5月，为抗议袁世凯接受日本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人们将5月7日立为国
耻纪念日。毛泽东愤然写下“五月七日，民国
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对袁世凯
卖国的极大愤慨，显露出勇担使命、雪耻救国
的志向。毛泽东认为要救国，青年人要担负
起责任，立大志向，探讨事关世界、国家和民
族前途的大事。他号召大家共担责任，共同
行动，彻底改造旧中国。

“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封建文化禁锢人民思想，阻碍社会进
步。毛泽东认为要根本改造社会，必须摧毁
旧文化，宣传新思想，开启民众觉悟，“根本上
变换全国之思想”。

毛泽东激烈揭露抨击并主张摧毁腐朽落
后的旧文化，指出旧文化“五千年流传到今，
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
清”。1919年11月，长沙发生赵五贞女士抗婚
自杀事件，社会反响强烈。毛泽东连续发表
10篇评论文章，抨击腐朽的封建文化和黑暗
的社会制度，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1919 年 7 月，毛泽东任主编的《湘江评论》创
刊，该报开宗明义：“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
主旨。”其创刊号共发表25篇杂文，其中22篇
署名泽东。毛泽东不遗余力批判旧思想，宣
传新文化，热情洋溢地宣传觉悟了的民众联
合的力量，号召人民以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去冲破一切罗网。毛泽东批判旧思想、宣传
新文化的活动，启发了民众觉悟，也推动他投
身斗争实践，探寻救国之路。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
的活动”

根本改造社会，个人力量是薄弱的，必须
联合同志，共同奋斗。青年毛泽东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奋发图强。（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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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姜
文南）“我丢了三万块现金，很是着
急，没想到还能找回来，除了意外，我
最大的感受就是激动！真是太感谢
公交司机朱本超了，这种正能量希望
你们一定要报道一下!”2 月 18 日，市
民周女士联系到记者激动而真挚地
说道。

事情还得从 20 多天前说起，1 月
21 日上午 10 点 10 分许，周女士乘坐

939 路渝 CL2925 号公交车在五尊站
点下车，回家时才猛然发觉身上的
手提包遗失在车上了。丢失手提包
的周女士心急如焚，想着包内有当
天早上刚从银行取出的准备过年用
的现金、重要证件等。她急忙打电
话让家人朋友帮忙查询合瑞公司公
交调度电话。接到电话的调度人员
一边问询信息做好登记一边耐心安
慰。

与此同时，朱本超驾驶的公交车
在大石终点站下完乘客后，利用等待
发班时间打扫车内清洁时，发现车内
后排座椅上有一个黑色手提包，出于
职业的敏感性和对工作负责的态度，

朱本超打开了手提包进行检查。然
而包内的东西，却让朱本超不由得大
吃一惊，里面竟是三叠厚厚的人民
币，共计三万元。想着发班时间快到
了，朱本超把手提包放到驾驶室妥善
保管并准备向公司报告情况时，便接
到了调度人员的电话。了解到失主
正心急如焚，朱本超主动联系失主，
双方约定在红岗山公交站点归还丢
失的手提包。

当天上午11点50分左右，朱本超
亲手将失物交还给了周女士。经过
现场仔细清点，包内三万余元现金和
证件、银行卡等贵重物品均在。周女
士激动地握住了朱本超的双手连声

感谢，称赞合川公交车驾驶员的素质
高。“要不是朱师傅，这个年恐怕都过
不好。”事情虽然已过了近一个月，但
她内心的感激之情依然不减半分，她
对记者说道：“这样的正能量，让人倍
感温暖，希望通过你们的报道，让拾
金不昧的精神一直传递下去。”

据悉，在今年春运期间，合瑞公
司驾驶员们在营运中多次拾得乘客
遗失的物品和现金，在面对巨额现金
和众多贵重物品的时候，驾驶员们不
为所动，忠诚履行自己的职责，助力
乘客寻回了一件又一件的遗失物品，
为合川道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树
立了良好形象。

乘客粗心遗失三万块现金
公交司机捡到迅速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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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骗了，我在网上买了购物
卡，说会返利不但没返还被别人消费
了，我要报案。”1月28日，李某某来到
区公安局合阳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
QQ群里看到让大家进腾讯会议室购

买购物卡还有补助的通知，在按照对
方的要求进行操作后，不但没领到补
助，反倒被骗了4000多元。

原来，李某某当天在QQ群看到
购买购物卡有补助的通知后，便进入
到腾讯会议中，会议内容是“在京东
上购物，只需要跟着操作，在操作完
成后就可以领取20%的返利。”李某某
按照对方的示意，在某购物平台上一

个叫“好速度生活服务专营店”的店
铺购买了5张999元的某超市购物卡，
购买完购物卡后，对方通过共享屏幕
的方式将其5张购物卡消费掉，但李
某某并没有收到补助，于是便询问对
方为何没有收到补助，对方以操作有
误为由要求李某某继续购买购物
卡。“遭了，被骗了，李某某心里一惊，
补助没领到，还损失了 4000 多元，真

是不该。”想到这里李某某来到派出
所报案。

警方提醒：骗子利用腾讯会议
共享屏幕功能可以第一时间直观地
看到受害人在手机上的全部操作，
包括登录手机银行账户转账的全过
程，确保受害人完全在自己的掌控
中。如果发现自己被骗，请立即拨打
110报警。

视频会议开启共享屏幕 当心是诈骗
○通讯员 王阿敏

聚聚聚焦焦焦

全全民反诈民反诈
本报讯（记者 袁询 摄影

报道）2月18 日，合川区九方
爱心公益志愿服务中心 20
名志愿者在区民政局、相关
镇街领导的带领下，深入走
访大石街道犁头村，渭沱镇
大岚村，合阳城街道马岭村、
五显村、长兴村、利川村、牟
山村等地 17 户低保户和困

难家庭，为他们送去食
用油、大米、面粉、牛奶
等物资，让他们切实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

慰问中，爱心志愿者与被
走访户亲切交谈、嘘寒问暖，
询问他们的生活近况，了解他
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和迫切需
求，并叮嘱他们保护好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如果有什么
困难可以告知当地政府，工作
人员一定会尽力帮助他们走
出困境。

爱心志愿者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慰问现场

眼下正是春季招聘重要阶段，大
量求职者上网求职。一些机构和平
台通过在知名网络平台投放引流广
告或内容，鼓吹求职者应“边搞副业
边找工作”，并诱导他们参加所谓“零
基础学月入过万”的技能培训。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此类“副
业培训”名目繁多。学员高价购买的
课程内容质量低劣，多数没有实用价
值，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其中部分
学员还遭不法分子诈骗。

记者发现，互联网平台上的“副
业培训”名目繁多。

其一，视频剪辑类。记者通过扫
码进入了一个约150人的微信群。该
群内有课程管理人员发入的鼓吹多
种“变现玩法”的内容。直播课程由
一位自称有 2000 万粉丝的影视博主
讲授，除简单介绍了部分视频平台的
推荐规则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展
示”自己通过平台卖货和变现的业
绩。该“讲师”表示可为15位学员进

行“一对一”授课，但需要付课程费
2990元。有部分学员付了款。

其二 ，短 视 频 平 台 内 容 搬 运
类。在多个社交平台账号上都有此
类广告，宣称“不用会英语，不用懂
拍摄剪辑，只要掌握‘搬运’规则”将
国内短视频平台发布的视频“搬运”
到海外版就可以坐等“流量变现”赚
大钱。

其三，“学‘心理倾听师’既能领
职业证书还获派单兼职赚钱。”为说
服记者掏钱买课，某培训机构工作人
员多次强调培训后会发给证书，机构
还会“派单”给学员兼职赚钱。但当
记者询问能发“什么证书”、兼职“派
单”频率和方式时，该工作人员均语
焉不详。其他还有诸如“配音变现”

“数据分析师”等培训也存在名不副
实的问题。

有不少求职者参加此类培训班，
记者参加的多场线上直播课参加成
员超过千人，其中不少人急于求职或

当前求职不大顺利。
记者还发现，网络“副业培训陷

阱”有一些鲜明的“套路”。
第一，大多以“1 元学费”“0 元学

费”“能赚大钱”引流，此后频繁发信
息、打电话诱导学员高价买课。相关
课费数千元至万余元不等。

第二，培训机构往往会“承诺”学
员，掏高学费购课学成后，机构能推
荐或“派单”提供兼职赚钱机会。但
记者发现，这些承诺绝大多数根本无
法兑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多
名专家称从未听说过心理倾听师这
一职业。

第三，培训效果名不副实、质量
低劣。据多名学员反映，有的培训讲
师讲课内容非常粗浅，甚至是从网络
上粘贴拼凑，几乎没有实用价值；有
的培训讲师让学员花几百元买配音
软件制作影视讲解视频却无法发布；
还有的培训班讲师身份造假。面对
这类陷阱，学员一旦中招，合法权益

往往无法得到保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副主
任赵精武表示，治理“副业培训陷阱”
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如何斩断不法机
构或平台利用知名网络平台进行引
流的链条，厘清引流平台的法律责
任，压实平台责任承担机制。

BOSS直聘安全专家提醒，“副业
培训陷阱”往往利用求职者急于求职
的心理，一些当前求职不太顺利的求
职者容易上当受骗。建议求职者注
意几点：第一，要拒绝“高薪兼职”诱
惑，重点关注薪资是否明显高于平均
水平，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二，提
升技能辅助求职的想法没有错，但要
仔细甄别培训机构资质资格，对“培
训技能不积极，忽悠兼职特积极”的
机构要特别小心；第三、求职心态要
调整好，遇到一时不如意要调整策略
或寻求专业人士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边学副业边找工作”“零基础学月入过万”？

当心“副业培训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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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盛 摄
影报道）2月18日，记者从合
川区第十一届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作品评审会上获悉，此
次大赛共有445件作品参与
评审，其中89件作品分获七
个竞赛项目的一二三等奖。

据了解，“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已成为我区面向在
校中小学生开展的集中展示
各类优秀科技活动成果规模
最大、层次最高、最重要的平
台和形式。我区第十一届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于 2022
年 9 月启动，大赛共设置了
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含创
造发明和科学研究论文）、机
器人创意、青少年科技实践
活动、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
（含科教制作、科教方案、科
技论文）等四大类共七个竞
赛项目。截止去年12月底，

共收到全区137所学校提供
的445件作品。为更好评选
优秀作品，此次大赛评审工
作由区科协牵头，区教委、区
科技局、区生态环境局、团区
委、区妇联、区青辅协、合川
实验中学等单位共同参与，
邀请到3名市级专家和我区
各学科的优秀教师组成评审
工作组参与评审。

据区科协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区科协将紧紧围
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以

“稳进增效”主题年行动为抓
手，创新求变、奋勇争先，积
极发挥团结拼搏精神，努力
培育一批有作为的科技创新
教师队伍，不断提升全区青
少年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奋力开
创全区科协事业和科技工作
新局面。

我区第十一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作品揭晓
89件作品分获七个竞赛项目的一二三等奖

评审人员现场评审参赛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