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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城归”现象正走上国家政策设计的层面。
2016年1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
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
见》；不久前，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再度对支
持返乡创业者作出政策上的明确规定。 这些政
策对于激活各类城乡生产资源要素， 促进 “城
归”就业增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 ，政策的出台到落地生根 ，总是需要
一个过程 ，还需社会方方面面以问题为导向 ，
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让 “城归 ”者留得住 、
创得成。

“城归”返乡，落脚点大多为经济欠发达的
中西部农村，不少地方还存在底子薄、产业弱、
配套差等结构性问题。相比他们曾经“漂”过的
一二线城市，无论基础设施，抑或投资创业环境

等，都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当硬件无法在短期内
得以实质性提升的现实背景下， 地方政府就更
应当在提升服务水平上下真功夫，在“清”的同
时更“亲”些，俯身服务的态度更“热”些，纾解困
难的心更“真”些，用真情服务留人留心，让“城
归”者多一分啃硬骨头的勇气。

用好、用足政策红利，尽量让一切有志于返
乡创业的“城归”者放开手脚。万事开头难，创业
初期最需要有外力拉上一把、送上一程。目前，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助创业的政策， 这就需要
破除一面是创业者嗷嗷待哺、 另一面却是政策
红利睡大觉的反差。同样，“城归”者也应当破除
根深蒂固的“熟人社会心态”，破除认为“没有熟
人，人家哪会帮你”的惯性思维，积极主动地去
争取各类政策支持。

用法治的手段保证劳动者的权益， 也是让
“城归”者留得下、生得了根的重要一环。相比沿
海一二线城市，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上最

显著的软肋之一，就是法治意识、法制建设上的
相对滞后 。《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
示，2016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
民工比重为35.1%， 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 。
其中，外出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的比重为38.2%， 本地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
比重为31.4%。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
数为236.9万人， 比上年减少38.9万人。 然而，
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拖欠 11433
元 ，反而比上年增加了1645元 。对比数据不难
看出 ，本地农民工的权益问题 ，要比外出农民
工的更为突出。面对这样的情况 ，中西部地区
尤其要在劳动用工制度、 劳动者权益保护上下
功夫，在保障劳动者的眼前利益同时，夯实当地
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

对于许多地方而言，“城归” 现象是一次加
速自身发展的机遇。能不能让“城归”者留得住、
创得成，决定着乡村经济社会嬗变的成色。

夏熊飞

近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
究院在“一带一路”地区20个国家的在华
留学生中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其中“最
想把中国的什么东西带回祖国”的提问，
得票最多的是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
单车。 这些国家的青年甚至把它们誉为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新四大发明”走红，在于其解决了
用户的痛点，抓住了用户的需求。让出行
更方便、更快捷，让购物更轻松、买单更
容易，这是年轻人的生活消费常态。

20国青年之所以高度认同中国的
“新四大发明”， 不仅是因为他们作为留
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不断体验着高铁、
网购、 支付宝和共享单车带来的消费生
活变化，也由于高铁、网购、支付宝已经
打破国界限制，进入越来越多的国家，让
“一带一路”国家更多年轻人甚至年长一
些的民众，都能共享以上服务。

换言之，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构建

起了一种共享生态，就像当年的造纸术、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让每个人都能获
得其带来的福祉。有意思的是，四大发明
是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总结出来的，
“新四大发明”同样是由外国青年提出来
的，这样的“巧合”，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
和“互联网+”所驱动的新经济 、新生活
的魅力。

过去，中国给世界的印象，是制造业
大国、世界代工厂，如今“新四大发明”如
此受欢迎， 代表着中国已融入新产业变
革背景下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一定
意义上说，“新四大发明” 可以成为各行
各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共享经济支
点， 也可以成为中国提升开放型经济水
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抓手之一。

“新四大发明”的走红，还说明我们
在鼓励、引导、促进创新这条路已走上正
轨。有理由相信，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产
品和服务，不仅受到各国青年的喜欢，同
时也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提供原生动
力，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

胡子民

继共享单车后， 共享篮球、 共享雨
伞、共享充电宝等产品纷纷面世。日前，
共享篮球平台“猪了个球”宣布完成千万
级融资，共享充电宝“街电”获得聚美优
品3亿元的投资，共享充电宝“小电”、“来
电” 分别获得投资方2000万美元A轮融
资。共享雨伞、共享玩具、共享服装等都
进入了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体系。

显然，“共享经济”是越来越火了。
新的经济模式发展， 创业者们的眼

睛主要盯着的是扩张和盈利， 而运行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往往扔给了社
会，造成阶段性的紊乱和麻烦。比如，共
享单车乱停乱放、随意毁坏、挤占公共区
域等问题。再如，共享经济并不是免费经
济，用户在享受其便捷的同时，也在支付
各种有形无形的成本和费用。 比如个人
信息被大量征集等。 这对个人用户看似
没有什么风险，但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
能演化成为金融风险。

“共享”有瑕疵，这点是不言而喻的，
也应该引起警惕。但“共享”不能因为有
瑕疵而被全盘否定， 也不能因为存在某
些问题就被一棍子打死。 仍然拿共享单

车来说，起初许多城市对其是不认可的，
甚至有地方是禁用的， 但共享单车强大
的生命力来源于消费者的兴趣和需求。
再看看现在， 绝大多数城市主动欢迎共
享单车的入驻。原因还在于，它让城市路
权得到优化配置， 让一度被视为夕阳产
业的自行车业焕发新生， 其背后的共享
出行、环保出行理念，更符合年轻一代的
消费理念。

同理，其它一切“共享”或多或少地
会出现许多问题和麻烦， 但在多赢的模
式下，克难奋进才是合理的途径，作为城
市管理者，应该看到共享的作用和便利，
看到共享的发展前景，给“共享经济”一
个宽松的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直面 “共享经
济” 带来的矛盾以及共享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管控措施，制订相
应的政策法规， 把共享经济纳入法治的
轨道。“共享”得依法而行才能持久发展。
“共享经济”已经来临，作为管理者，应该
早做准备，有所应对，不能出了问题就两
眼一抹黑，不知所措，然后采取打压的管
理方式。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深入“共享”
中，探索问题，发现问题，理清矛盾，有针
对性地加以解决。

耿银平

最近，一批90后艺术生把《琵琶行》改编成
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 歌曲视频一上传网络
就被点爆了。

这个流行歌曲视频中， 有颇具跳动感的说
唱音乐，有俏皮可爱的动漫形象，有优雅的传统
唱腔等等。别说是“00后”的孩子喜欢，连年近天
命的笔者， 都产生了情不自禁的文化冲动和审
美愉悦。一边看，一边听，600多字的古诗，就这

样不知不觉灌输到了心田。
古诗文等传统文化的美感自不待言， 但因

为距离我们年代久远，让喝着“互联网墨水”长
大的青少年们瞬间接纳它们， 仅凭强迫式学习
是不行的。怎么办？就要在传播方式、传播媒介
上多下功夫。创造性传承，恰恰赋予了传统诗词
新的生命力。比如针对《琵琶行》的创新，就能让
原本生硬的经典，变得生动活泼。

以往总有人担心， 创造性传承会弄伤传统
文化的精神和灵魂。这种担心出于好心，但不要

忘了，传统文化如果仅仅停留在过去式，和现代
生活距离很远，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就会在僵
化中生出遗忘。《琵琶行》 歌曲的流行也证明了
这一点，传统文化作品并没那么脆弱，合理的改
编、演绎，并不会造成对文化的亵渎，相反会使
其内涵变得更丰厚，并易于被接受。

这种创新思维 ，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教
育也不乏启示 。在对传统诗词的解读上 ，我们
的教科书总是习惯以标准答案灌输孩子 ，弱
化了他们对于诗词的自我理解和发散能力 。
这样不仅不利于激发孩子对于传统文化的兴
趣 ，反而增加了隔阂 ，这其实也压缩了诗词本
身的内涵 。

� � �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一种叫“蓝鲸”的死亡
游戏在多个社交平台出现。 这种游戏涉嫌通
过“做任务”的形式诱导参与者自杀。腾讯、百
度等平台已开始着力查删以“蓝鲸”等为关键
词建立的群组和贴吧， 同步启动相关关键词
的搜索屏蔽。 但一些组织疑似隐匿在普通群
聊背后，仍在发布着让参与者“3天不吃不喝”
这样的“每日任务”。

所谓的“蓝鲸游戏 ”以让人自杀为终极
目标，这哪是什么游戏，而是彻头彻尾的违
法犯罪行为。一经发现，我们不仅要自行拒
绝，而且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

文/范子军 图/赵顺清

留得住、创得成是根本
———“城归”现象解读（3）

“新四大发明”为何走红

依法管控，让“共享经济”健康成长

古诗词完全可以有新鲜的打开方式

全社会应围剿“蓝鲸游戏”
新闻漫画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方钢

5月上旬，记者来到湘潭，采访彭小彦这位
“80后”姑娘。

她来自黄土高坡，操着一口陕北乡音，来湘
已11年。

别看她乡音不改，人生变化却很大：从一个
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 已成长为小有名气的数
控人才。2016年10月， 彭小彦参加全省数控加
工中心技术比武，摘得桂冠。

2006年， 彭小彦从西安航空职业技术
学校数控专业毕业， 进入了江南工业集团
公司数控分厂，并成了“全国工人先锋号”
班组的一名骨干。

彭小彦从小酷爱电脑。小学时，电脑还没
有普及， 她就经常跑到邻近一位开网吧的大
姐姐店里玩游戏，因玩心太重，没少受到父母
的责罚。

初中阶段， 她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编
程， 在电脑上用程序把自己的学习生活摆
弄得井井有条。

“喜欢干的事，就会竭尽全力，这是我的性
格。”被分配到数控岗位，彭小彦眼前呈现的是
一片朗朗乾坤。

一进厂，她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废寝忘食地
工作，什么困难都难不倒她。

南方的冬天，严寒彻骨，进厂的头几年，小
彭的手脚长满冻疮，皮肤开裂，除了格外刺痛，
因时刻要接触冰冷的加工部件和橡胶水， 双手
经常被冻得麻木红肿。

“多冻几次就适应了。”工友们安慰她。几个
冬天冻下来，小彭果然不再长冻疮了。

彭小彦特别热爱自己的工作， 技术上
进步神速，三轴加工、四轴加工等多种设备
的操控以及Mastercam等多种编程软件的
掌控，彭小彦只花了一年半时间，而一般新
手需要3至5年。

“技术活讲究的是精益求精， 只有做到极
致，才会有满意成果。”彭小彦认为，数控技术的
“智高点”，就是凭自己的智慧和过硬技术，把难
度最大的项目攻下来。

G产品属于超薄型零件，对夹紧力、切削热
等特别敏感，在加工中极易产生变形。为了攻下
这一高难度产品，她一连琢磨了两个通宵，精编
3套程序，进行20多次试加工，并从每次加工中
寻找新的灵感。

经过这种细微之间的反复琢磨， 她终于找
到了答案： 通过调整刀具的几何参数和加工程
序， 有效解决因超薄无法受力和切削热导致变
形的技术难题，产品经检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
计要求。

2014年，公司重金添置一台顶尖的五轴联
动加工设备。因五轴联动，可同时加工工件的5
个断面，是异形面加工的顶配。

经过慎重选择， 公司将这台设备交给彭小
彦操作。

彭小彦很感激， 但更多的是感到空前的压
力，五轴联动的编程与操作，是当代数控领域的
尖端技术。

她在虚心向名师学习、 全面熟悉设备结构
的基础上，花了近1个月时间，泡在技术资料室
充电。

她从网上下载有关五轴加工工件图形
上千幅，并参照各种图形，自己建模、编程、
模拟加工。

两年多时间，她绘制600多张三维实体图，
做了5大本技术资料笔记。

某科研产品的一个零件， 外形由多个斜面
和弧形组成，且底面
的平面度仅为0.02
毫米。对这种精度极
高的产品，公司从没
有加工先例。

接受任务后，彭
小彦充分利用五轴
联动的多种功能，不
到两天时间，就加工
出了完全符合要求
的产品。

一台多轴联动
设备， 上万个零件，
上千种结构， 其位
置、功能等，彭小彦
都了如指掌。

“熟能生巧，技
术活尤其如此。”彭
小彦对这点体会特
别深刻。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
数据 ：4月湖南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同比上涨1.0%，连续3个月低位
运行。

与以往CPI涨势通常由食品价格主
导不同， 今年以来， 非食品价格是我省
CPI上涨的推手。

4月，我省鲜菜、畜肉类、
蛋类皆大降价， 同比降幅分
别为 24.3% 、4.5% 、7.5% ，带
动食品价格下跌3.9%， 影响
全省CPI下跌约0.89个百分
点，决定了我省CPI低位徘徊
形势。

同期， 非食品烟酒类商
品价格无一不涨， 且有五类
商品涨幅超过全省CPI涨幅。
具体来看， 交通工具用燃料
高居涨价第一名， 价格同比

上涨16.6%； 旅游价格和西药价格同比
均上涨7%以上， 房租价格同比上涨
4.8%，涨幅都十分明显。

从消费类型看， 服务项目涨价已成
为我省CPI上涨的最大动力。4月全省服
务项目价格同比上涨3.2%，消费品价格
则下跌0.1%。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李伟
锋 通讯员 王玉胡）今天下午，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自5月11日24
时起，汽油每吨下调250元，柴油每吨

下调235元，创下今年以来最大降幅。
按照吨升比测算到我省， 各类成

品油零售价分别为：92#汽油6.2元/升，
下调0.20元/升；95#汽油6.59元/升，下

调 0.21元/升；0#普通柴油5.89元/升，
下调0.21元/升。

此前，2017年国内油价已经历“三
涨三跌两搁浅”，汽、柴油每吨均累计
下调65元， 折合每升分别下调0.05元
和0.06元。 此前年内最大幅度的一次
下调是在3月28日24时，当时汽、柴油
每吨分别下调了230元和220元。 本轮
调价刷新年内最大跌幅。

攀登数控“智高点”
———记江南工业集团公司数控分厂员工、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彭小彦

湖湘劳模

� � � � 4月11日， 湘潭市江南工业集团公司数控
分厂，彭小彦在测量工件。 通讯员 摄

成品油迎今年以来最大降幅
92#汽油每升下调0.2元；95#汽油、0#普通柴油，每升均下

调0.21元

4月我省CPI同比上涨1%
肉蛋鲜菜大降价，住行玩医涨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