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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看到全面客观的返乡记
乔金亮

“危”整形

翟桂溪翟桂溪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返乡记常常充满主观色彩，如果仅透过返乡者所代表的都市文化来打量乡土中国，难免失之片面。观

察中国农村需要有整体视野，在乡愁基础上，既要有外部的冷峻观察，还要深入理解农民和农村。当下农

村已远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仍需改善，我们要理解农民之不易、理解农村

之复杂。同时，更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

微整形是近年来医疗美容行业最热门的话题，这一高科技医疗技术因其只在

皮下注射，不需开刀，短时间就能获得除皱美白丰陷等效果，令很多爱美者怦然心

动。有媒体报道称，放寒假后尤其临近春节，来咨询微整形的人增多了，但其中隐

藏的风险却被忽视了。微整形的“微”的确有微小损伤的意思，但并不意味着简单

易行，更多的是指技术的精微、微妙。爱美者需要擦亮双眼，找正规的医疗机构和

有资质的专业医生进行“微”整形。否则，很可能成了“危”整形。 （时 锋）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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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朋友表示，自己父母的微信名会让人忍俊不
禁，有叫“匆匆那年”的，有叫“君临天下”的⋯⋯还有网
友表示，如果不备注，根本猜不出这个就是自己的爸妈。

@爱能范老师：这些微信名体现了父母那一代的

情怀，只要父母开心就好！其实，我们觉得父母的微

信名奇怪，父母的朋友圈说不定也在讨论“为啥孩子

要用这样的微信名”呢。

@恒久忍耐：微信名与每个人的姓名一样，代表

了一些含义或寄托着一些希望，能起到“警示”作用

或“怀念”作用。我的微信名“恒久忍耐”就是要提

示自己，时刻爱人如己，时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每逢佳节被催婚”，临近春节，很多单身青年又开始
发愁了。于是，租个对象回家过年，成了一些单身者的无
奈选择。继“租女友”后，近年来也出现了“租男友”现象，
日租金超千元。

@沐色槿：逼婚不足取，租婚更无益。生活需真

实，自然甜如蜜。

@时友：估计大多数人都有被逼婚的经历，但租友的

方式却实在不稳妥，带有“欺骗”的性质。两代人应该坐下

来沟通沟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闫伟奇整理）

因担心学生受伤，很多体育老师如今都不敢上难
度，跳山羊等传统项目正退出中小学体育课。“跳上
去，不是胳膊扭了就是肩扭了⋯⋯”部分学校让老师
承担后果，给老师带来压力。

@随便：运动项目的安全必须重视，但不可因噎废

食。对开设的安全风险较大的课程，教学中要循序渐

进，规范每一个动作要领。

@落樱缤纷：跳山羊等传统项目不能丢。可以增

加一些安全防范措施，让学生们自由选择，量力而行，不

去强求。

求神仙不如拜科学
杜 芳

说说父母的微信名说说父母的微信名

体育课老师不敢体育课老师不敢““上难度上难度””

租个对象回家过年租个对象回家过年莫 让“ 人 情 保 ”伤 了 人 情
李 哲

严惩“关系保”“人情保”

等腐败、违规行为，表明了相

关部门的态度，在此基础上，

还要建立公开、透明、科学的

监督机制和管理机制，推进科

学的核对机制。当然，对已有

错误也不能听之任之，现有的

“关系保”“人情保”需尽快清

理。唯有如此，才能让低保凸

显社会公平与温暖，让“人情

保”不再伤害整个社会的温情

“优秀教学奖”是对轻教学的纠偏
戴先任

春 节 出 行 要 拒 绝“ 路 怒 ”
宛诗平

又到春运，又是返乡。每年春节前

后，引爆网络的热门话题都少不了各种

返乡记，它们构成了观察当下中国乡村

社会变迁的多棱镜。近年来，多数返乡

记都流露出“田园将芜”“乡村凋敝”的

叹息，不少描述都写出“乡村变异了、

家乡衰落了”的感慨。甚至有人称，“中

国农村经济处于半破产状态”。这些讨论

中国农村现状的文章，引发不少争议。

笔者认为，有必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我国

农村经济社会发生的变迁。

应该说，各种返乡记都关注农村变

迁，呈现出滚烫的乡情和浓浓的乡愁，

从不同角度重建了观察中国农村的视

角。对从农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中

国来说，对上溯三四代大多是农民的中

国人来说，农村永远是每个人心中遥远

的乡愁，返乡记则是身在城里的人群回

乡的观察，其受关注度标志着城乡之间

差距的凸显程度。

但返乡记这样一种叙事文，常常充

满主观色彩，有人感到强烈共鸣，也有

人感到严重偏颇。如果仅透过返乡者所

代表的都市文化来打量乡土中国，难免失

之片面。毕竟，不同的人返乡，可能会看

到很不一样的农村。但观察中国农村需

要有整体视野。一方面，中国农村发展很

不平衡，区域差异明显，此之家乡不同于

彼之家乡；另一方面，观察角度也很关键，

在乡愁基础上，既要有外部的冷峻观察，

还要深入理解农民和农村。

多重视角中，笔者希望人们能看到

农村的进步与改善。如今的农村，产业

经济、基础设施、精神面貌、文明程度

等都比前些年有了根本改观。单看一些

返乡记，会导致一些不了解农村的城市

青年人，以为农村是多么的贫困落后。

以交通为例，自行车正在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崭新的面包车、小轿车、电动车

和公交车。以产业来说，传统的乡镇企

业正在转型升级，一些新产业、新业态

在成长壮大。以往说起农民，容易让人

想到历史教科书上的小农意识、不思进

取，但如今人们感受最强烈的，却是他

们创造财富的热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积极向上的乡风民风。

笔者更希望看到农村的更多进步与

持续改善。今天的农村依然有很多烦恼，

城乡差距也客观存在，农民依然是弱势群

体。直面这些烦恼、差距和弱势，就是直

面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最大现实，需要包

容和担当。当下农村已远非“自给自足的

小农经济”，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仍需改

善，农民享受到的社保依旧相对薄弱、经

济安全感较差，部分农村依然贫困。这份

包容就是要理解农民之不易、理解农村之

复杂，不能居高临下地看待农村、指责农

民。这份担当就是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乡村，包括对农业的更精准扶

持、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对农村集体

财产权利的尊重。

毋庸讳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

给传统农村社会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

面，带来了现代理念和市场要素，促进

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另一方

面，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农村也面临空心化的困境。农民要进

城，但不可能都进城；城镇化要加快推

进，新农村建设也不能忽视。即使到

2030 年，城镇化率达到 70%，仍有至少

4.5 亿人生活在农村。但这时候的农村，

也早不是贫穷落后甚至愚昧的代名词，

而是与城里一样伴随着现代文明一同进

步的新农村。当然，各类返乡记也警示

我们，农为邦本，国事农先，强农惠农

富农的工作要常抓不懈。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是社会公

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补上民生“短板”、

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需要。而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即“低保”是最为基本的兜

底手段。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11 月，全

国共救助城乡低保对象 6053.4 万人，约

占全国总人口的 4.5%。低保，保障的就

是这部分生活最为困难的群众，保障的

是他们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需求。然

而，居然有人通过“关系保”“人情保”

等手段，与这 4.5%的最困难的同胞争夺

“吃饭钱”。

最低生活保障，本是照进困难群众

生活中的一缕阳光，让他们感受到国家

的关爱、同胞的温暖，容不得黑手染

指。不公正的入保行为不仅非法占有了

他人福利、抢夺了困难群众的“阳光”，

这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还会让人们对

社会公平产生怀疑，极大地伤害人们之

间的感情。“关系保”“人情保”等腐

败、违规行为数量不多，影响却极为

恶劣。

令人欣慰的是，相关部门对此问题

极为关注，民政部表示将继续加强低保

工作中的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未履职

尽责的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对那些隐

瞒收入财产、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保的

当事人，也要追究其责任。

严惩骗保表明了相关部门的态度，

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公开、透明、科

学的监督机制和管理机制。去年以来，

民政部指导各地通过建立责任追究机

制、畅通举报渠道、加强公开公示、开

展第三方评估等办法，加快完善社会救

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据了解，目前全

国 99.6%的县 （市、区） 设立了社会救助

投诉举报热线，99.5%的县 （市、区） 建

立了低保经办人员和近亲属申请低保备

案制度，98.9%的县 （市、区） 建立了低

保经办人员责任追究机制。

权力不仅要运行在阳光下，也要运

行在科学的轨道上。为了更加科学地

选择出参保对象，相关部门正在推进

核对机制建设。比如，民政部已会同

公安部、银监会、证监会、工商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制定了查询户

籍、车辆、银行存款、证券财产、工商

登记和住房公积金、住房保障等信息的

具体办法，进一步扩大核对信息数据

项。随着核对信息的不断扩充、核对机

制的不断完善，搞“关系保”“人情保”

的人将无机可乘。当然，在严防骗保行

为发生的同时，对已有错误也不能听之

任之，现有的“关系保”“人情保”需

尽快清理。

春节临近，包括受灾群众在内，我

国 仍 有 5197 万 人 需 要 口 粮 救 助 ， 1711

万人需要衣被取暖救助，仍有许多群

众 生 活 极 为 困 难 。 希 望 通 过 透 明 监

督、科学参保、动态管理、严惩违规

等机制的建立，让低保凸显社会公平

与温暖，让“人情保”不再伤害整个

社会的温情。

近日，武汉大学首届本科优秀教学

业绩奖评选结果揭晓，150 余位教师获

奖，每位获奖教师获 3 万元奖金。参评

教职工要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长期

坚持在教学一线勤勤恳恳工作，教学质

量优良。此次评选活动在师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7 天内有 30 万人次在网上投出

了自己的选票。

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已存在

多年，导致一些教师不安心教学，汲汲

于名利，损害了学生权益，违背了学校

教书育人的目的。评选出教学成绩出色

的教师，并对其予以奖励，是对高校重

科研、轻教学的一次纠偏。

其实，不止武汉大学，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了轻教学的弊端，

采取对教师予以奖励等措施进行纠偏。

比如，四川大学就设立了“卓越教学

奖”，最高奖金有 100 万元。也正因为奖

金额度高，所以获奖教师相对较少。而

此次武汉大学获奖教师超过 150 名，意

味着只要认真教学，就很有可能获得本

科优秀教学业绩奖。这种更有“普惠”

作用的奖励，无疑更能激励教师们安心

于三尺讲台，教好学生，做好本职工作。

当然，要更大限度改变高校重科

研、轻教学的现象，还需要有配套措施

跟进。比如，加强对一线教学工作的考

核，注意高校评优；应引入教学质量项

目，让学生参与教师的考核系统，给教

师打分；应科学设置标准，均衡科研与

教学的分量，等等。

春节临近，一部人会选择驾车回家，

还有一部分人会选择自驾出游。不管怎

样，人们出行时都会明显感到人、车数量

远多于平时。遇到车流缓慢时，难免焦

虑。出行路上，因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甚

至引发更严重后果的事件，也不在少数。

我们通常认为，有这样行为的司机是犯了

“路怒症”。

“路怒症”是随着近些年汽车数量激

增而出现的一种“时髦病”，即便有些司

机平时看起来平和文明，一旦手握方向

盘，就可能立刻化身“愤怒的小鸟”。有

心理咨询师分析认为，“路怒”不一定是

司机素质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属于应急

障碍。特别是在工作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的当下，一些人时常处于身心亚健康状

态 ，表 现 为 易 疲 劳 、易 焦 虑 、缺 乏 耐 心

等。在这种状态下，遇到红灯、堵车、行

人违法或车辆剐蹭等外界刺激，容易情

绪爆发。

对道路交通安全来说，带着愤怒上路

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春节出行，尤其需要

拒绝“路怒”。希望每个驾驶员在每次出

行之前，都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把路上

的时间预留充足，遇到堵车时不要太着

急。同车的乘客或亲朋好友如果发现驾

驶员情绪波动大，一定要及时劝阻，做到

车上路、人息怒，把健康送给自己，把文明

留给城市。

此外，拒绝“路怒”也要相关配套措施

及时跟上。比如，改善基础设施，发展配

套产业和相关服务业，完善法律制度环

境，提高公民素质等；全方位塑造国民在

公共场所的谦让意识、集体意识等。只要

所有交通参与者都从自身做起，文明交通

就一定能够实现。

每到春节，神仙庙里，许多家长夜半排队也要争上庙

堂高香头一炷，为的就是祈求神仙显灵、子女成龙成凤。

特别是如果子女当年恰逢中考、高考、出国考试等各种关

键节点，家长还要带着子女专门前去，三拜九叩。

求神仙无非是一种“心愿寄托”，却被一些家长当成

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就好像子女的学问多少是可以用

香火钱买到的一样。与之相比，真正的科学殿堂却冷冷

清清，许多地方的科学馆、博物馆等虽然春节假期仍然开

门迎客，并想着花样吸引观众，仍然不及“神仙显灵”的号

召力。

崇尚科学、积极求索才是增强学识、通往成功的必经

之路。在春节假期多带着孩子去科学馆、博物馆逛逛，远

比把关注点放在哪个庙比较灵上更有效。在京城，大小

博物馆春节期间将有 174 项特色活动轮番举办，不但能

让孩子享受文化，了解更多年俗，把老传统延续下去，也

有助于开拓孩子们的眼界，汲取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的多

种知识养分，激发孩子求知探索的欲望，培养其对某个领

域的兴趣爱好，从这里踏出通往人才之路的第一步。

说到底，孩子不仅仅是家庭的希望，也代表着国家的

明天、社会的未来。让他们崇尚科学不仅是家长的心愿，

也是整个国家的需求。以前问起小孩子将来的愿望，不

少都说要做科学家，但是现在，越来越少的学生愿意从事

与科学相关的职业。调查显示，我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

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只有 16.8%，远远不及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均值 24.5%。

科学推动社会进步，如今科学梦想的“失宠”是一个

让人警醒的事实。不少知名科学家都表示过类似的担

忧：如果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在减少，一个国家的长远竞

争力在哪里？培养未来的创新人才必须从娃娃抓起。当

务之急，是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理想智趣，培养他们

从小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观念。对学校和家长来说，应

该创造一切机会，给予他们空间和环境去实现自己的想

法。从长远和大局来看，多带孩子去科学殿堂参观，不但

必要、而且迫切。

春节期间，不妨去拜科学吧！让科学的神奇魔力入

驻孩子们的心灵，让孩子们从小接受知识的熏陶，走上通

往成功的正规途径。说不定，未来的某个稀缺人才，就在

瞥见科学馆里太空陨石的那一刻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