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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武

转眼就是中秋节了。 在这个传统
佳节， 既要充分享受节日的愉悦， 又
要主观淡化节日送礼气氛， 过个 “简
约而不简单” 的中秋节。

一是 “干净”。 团圆时节， 本是
欢天喜地的事情 ， 走亲访友也很正
常 。 但正因是传统佳节 ， 一些人在
“你请我往” 的幌子下， 或公款吃喝

送礼 ， 或不顾原则大肆收礼 。 节前 ，
中央曾三下禁令 ， 禁止公款吃请送 ，
希望那些心存侥幸的少数官员好自为
之， 守住底线。 “干净”， 除了不乱收
红包、 乱吃喝之外， 最重要的是应提
防公款出游等违法、 违纪行为。

二是 “学习”。 很多人认为假期就
是放松、 纵欲。 实则不然， 如果只顾贪
玩， 不求上进， 节过了， 工作也生疏
了， 甚至大脑也呆滞了。 所以， 过节要

寓学习于休闲， 劳逸结合， 万不可 “沉
醉不知归路”。

三是 “文化”。 传统节庆， 吃喝玩
乐只是表象， 背后更有浓郁的文化情
结。 尤其是中秋节， 承载着更多的历
史 、 文化 、 精神内涵 。 有专家认为 ，
节日必须具备四个要素： 传说或者故
事、 核心的人物、 完整的程序、 浓郁
的气氛。 从目前的假期来看， 多被赋
予吃喝、 玩乐的意义， 而忽略了其中

的内涵。 因此， 中秋节不妨参与一些
文化活动， 让自己在传统文化的熏陶
中， 陶冶情操， 提升素质。

四是 “谋划”。 过完中秋就是国庆
长假， 一眨眼就到年底了。 此时， 应
该及时梳理手头上的工作， 看看进度
如何， 离年底目标还有多远。 如果玩
得乐不思蜀， 就可能会影响工作。 因
此， 放松心情之余， 工作这根弦不能
松， 多思应对措施， 谋未来之策。

徐娟

中秋临近，月圆人团圆。 每
到这个时候，思念便成了一种很
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日前，在杭
州石桥街道下城区人才公寓里，
有一群在杭州打拼的年轻男女
们， 选择了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方
式：自己动手做月饼，精心烘焙包
装，连同在明信片上写下的质朴
家书一起寄回家。（9月16日《钱
江晚报》）

自制月饼的新闻并不少见。说
到自制月饼， 至少有两重好处：干
净卫生，价廉物美。 但仅仅从这两
方面来认识，还远远不能理解杭州
这些年轻人DIY月饼的举动，在这
背后其实是多重价值的回归。

自己动手做月饼是风清气正
的回归。 中纪委三令五申，要求
各地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
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
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自制月饼在

各地渐成时尚，表明公众对社会风
清气正的期盼和支持。

自己动手做月饼是真情的回
归。 吃月饼本是传统习俗，但很长
一段时间来，月饼却异化成了交易
的筹码。正所谓“吃的不买，买的不
吃”，那些包装精美、外表豪华、动
辄数百上千乃至上万的 “天价月
饼”， 传递的不是文化， 也没有真
情， 而是一种或明或暗的利益交
换。 杭州一些年轻人将DIY月饼寄
回家， 表达的是浓浓的祝福和思
念，这种真情流露，是豪华月饼无
法承载得了的。

自制月饼营造了深厚的节日
氛围，是传统节日文化的回归。 在
我国民俗中，中秋和端午、春节合
称“三大节”。 现在，这些传统习俗
被众多的80后、90后逐步淡忘 ，若
有若无地存在着。杭州一些年轻人
DIY月饼的举动告诉我们，创新能
够让传统节日复活，创意会让年轻
人学会分享并且记住自己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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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月饼承载文化内涵

■新闻漫画

“中国式以房养老”还需多方论证

■一句话评论

过个“简约而不简单”的中秋节

凌寒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王菲与李亚鹏离婚的消
息，牢牢占据许多媒体和网站娱乐板块头条。一场因
为“明星婚变”而起的新闻大战，让不少媒体、网站祭
出 “抢独家 ”招数 。据报道 ，王菲从首都机场回家途
中，所乘车辆两度被逼停，一家网站获得了“王菲在
车内流泪”的独家新闻照片。（9月16日《人民日报》）

王李婚变，有人兴致勃勃地搜索观看，有人惊呼
“再也不相信爱情”。在纷纷扰扰之中，作为围观者的
媒体和公众，在报道、消费娱乐新闻的同时，也应坚
守尺度。

首先，媒体的职业道德需时刻谨记。作为知名度
极高的公众人物，王李婚变足以吸引眼球。但是，明
星也是公民，其最基本的隐私权同样受到法律保护。
采取强制方式拍摄新闻图片， 显然逾越了采访权的
合理边界，不仅有违职业道德，也在事实上给他人造
成了伤害。更何况，在“围追堵截”者中，有的还不具
备采访权。而截停行为，本身也有触犯“危险驾驶”的
嫌疑。这种看似“敬业”实则丢分的报道方式，应引起
媒体从业人员对新闻报道底线的反思。

其二，看待这种新闻，公众也应客观而理性。现
代社会节奏快、诱惑多，离婚早已见怪不怪，娱乐圈
的 “爱恨情仇” 更放大了婚恋自由的明星效应。“女
神”王菲离婚，有网友哀叹“再不相信爱情了”，这种
想法幼稚而可笑。王菲也是女人，也要面对十月怀胎
的辛苦，也不乏年华渐逝的焦虑，隔阂和争吵也会趁
虚而入，分道扬镳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围城内外，风景殊异，围观者有无穷的想象，当事
人有难言的痛楚， 与其把爱情的理想寄托在他人或明
星身上，不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细心烹调属于自己的
小幸福。让明星的分分合合影响我们的婚恋观，实在没
有必要。

“王李婚变”的新闻，或许还会成为近段时间内
喧嚣不已的剧目， 而媒体和公众在这其中扮演何种
角色，是检验媒体以及公民社会成熟度的度量衡。

王传涛

知名学者于建嵘已于昨日前
往贵州。此番，他将“不领一分钱
工资补助和车马费”、“自带干粮”
赴任一个“不存在级别”的职位：
贵州兴义市则戎乡安章村村主任
助理。此前，于建嵘曾多次帮助则
戎乡进行民族村庄整治。今年，则
戎乡招商引资了一个发展项目，
决定诚邀其前往该乡安章村挂
职。（9月15日《贵州晚报》）

于教授此举，让人不禁想起
我国近代以来学者投身乡村建
设的潮流。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 ，以晏阳初的 “定县实验 ”、梁
漱溟的“邹平模式”为代表，国内
的知识分子就曾掀起过一波声
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 。 近年
来，温铁军等人在河北定县兴建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李昌平在
河南信阳郝堂村搞农村金融实
验……这些学者 ， 无论是目的
上 ，还是行为上 ，还是学术理想
上，都有一些共通点，那就是，从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知识分子
的学术追求、公共情怀和责任担
当 ，能够看到他们作为学者 “学

以致用”、“经世致用” 的价值追
求。

学术， 最终肯定是要为现实
社会服务的。关起门来搞学术，不
深入基层， 不接触草根， 脱离民
生，脱离实际，不是真正的学术精
神。 于建嵘教授作为研究农村发
展的专家，能够从讲坛到田间，并
且亲身为乡村的发展助力， 这为
一些人改正“闭门造车”的学术习
性做出了垂范。

同样，广袤的乡村也需要先进
的理念来改变。有人说，我们生活
在一个复杂的中国，那么对于农村
人口而言，他们所生活的地方也是
一个复杂的乡村：传统文化与新思
维的碰撞，发展愿望和发展路径的
矛盾……改变这一切，需要农民自
身的努力，更需要对接先进的理念
和可行的路径。 于建嵘教授的行
为，对于安章村而言，最起码是一
次改变的机会。

当然，于建嵘此番到乡村挂
职，只是一个开头。则戎乡“乡村
建设 ” 这篇文章具体将如何书
写， 既检验学者的智慧与毅力，
也考验地方政府的宽容，更有赖
于相关各方的相互磨合、认同。

从“教授任村官”看责任担当

围观“王李婚变”
尺度在哪里

“违纪罚光生活费，学生几天没吃饭”。湘乡一
中学生举报班级乱罚款，质疑这是变相乱罚款。校
方负责人表示， 这是一些班主任或者学生自己制
定的“土政策”，学校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和名义
以罚代教。

———学校的制度，为何管不住“土政策”？
法国卢浮宫公共关系负责人日前向《环球

时报》记者证实，卢浮宫相继发现数张中国游客
持有的假门票。而据新华社记者了解，此次卢浮
宫假票事件，中国游客可能是受害者。因部分团
组费用包含卢浮宫门票， 中国游客随团参观卢

浮宫无须或无法自行购买门票。
———只有抓出造假者，才能证明中国游客清白。
中国控烟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 仅有

24.25%的高校无烟环境得分满60分，逾七成的
高校控烟评分“不及格”。暗访调查发现，吸烟重
灾区已经有由男生寝室转向学生食堂的趋势，
食堂中吸烟者和烟蒂数最多，成为吸烟重灾区。

———学生吸烟，主因还在有烟环境诱导。
10月份，南京将召开“地铁价格听证会”，但

消费者参加人将由消费者协会推荐， 自由报名的
市民，有10个名额，只能旁听不能发言。

———听而不证，听证会的价值在哪里？
（点评：张晓宁）

日前，《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明确提出，“将开展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9月14日
《新华每日电讯》）

所谓“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是世界各
国流行的一种养老模式， 即房主把拥有合法产权
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或银行等商业机构， 这些
商业机构按照评估得出的房屋价值， 按月付给房
主养老金，直到房主去世，房子产权最终归商业机
构所有。

“以房养老”是舶来理念，要实现本土化，成功解
决我国日益严峻的养老难题， 还需迈过不少槛。如
“观念关”，“房子最终归商业机构所有”，这与我国传
统“养儿防老”和“祖宅传承”的家庭观念不契合。如
“政策关”，我国现有房屋的产权只有70年，产权到期
后如何处置，依然存在政策盲点。还有“普惠关”，有
房的老人通常也是经济上能够支付养老开销的群
体，那么数量众多的没房老人怎么办？

不难看出，“以房养老”能否在国内扎根发芽、
惠及百姓， 仍有诸多不确定性。 在大规模推行之
前， 恐怕还需要政府部门和有关各方进行充分有
力的论证和探索。文/苑广阔 图/赵顺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