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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兵

“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
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9年前，著
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
回国，在他的感召下，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等
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千人计划”专
家纷纷加入进来。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留学归国人员
总数达265.11万人。 留学归国人员比例由2012年
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就是说，我们
派出的留学生有八成以上回国效力了。 出国留
学人数与留学归国人数的“剪刀差”已经发生逆
转，中国正迎来人才流动的顺差时代。

“回国潮”背后，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为

留学生回国创业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条件，培养
了典型示范。绝大多数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工作，
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对国家更加有信心的表
现。以前一些学生出国留学，主要是看中了一些
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工作环境等。
现在，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在世界上更
有话语权，中国经济也成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整体形势和发展速度， 国内
发展环境与机遇是“海归潮”兴起的重要因素。
有关权威机构做过的调查显示， 学生准备出国
留学前，有超过70%的学生及其家长明确表示，
学成后计划回国就业或者创业， 而不愿意留在
国外工作或者生活。

近年来，我国不断开展“千人计划”、“万人
计划”、设立留学生创业园等项目，也吸引了一

大批留学人才回国。比如“春晖计划”，资助了数
千名海外人员短期回国搞研究，支持西部、东北
高校和海外留学人员搞科研合作， 目前已经立
项2000多项。 比如支持高校引进各类人才，像
“长江计划”等，已经引进了1094人。

留学归国人员大增，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
字变化，而是具有风向标意义。事实证明，只要
能给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就能有效避免
人才流失，更加彰显祖国的强大“引力”。

中国正迎来人才流动“顺差时代”
周俊生

眼下， 各地高校开始陆续迎来新生
报到。对于如今的大学新生而言，手机、
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这“三件套”，似乎
已成为他们行囊中的“标配”。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年。 从上世纪80
年代背着“水壶、脸盆、被褥”的“老三件
套”去学校报到，到如今手机、笔记本电
脑、平板电脑几成大学新生的“标配”，几
十年间，中国大学生“入学装备”翻天覆
地的变化， 成了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教
育进步的“物证”。

当然，孩子历经12年的苦读，终于跨
过独木桥而考上大学， 开始了人生新旅
程，准备一些新物品是理所应当，也是人
之常情、生活需要。现实生活中，手机、笔
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
是什么稀罕之物，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给
孩子购置几件心爱之物也未尝不可。然
而，凡事都讲究适度，消费观念的任性，
容易滑入庸俗的渊薮， 显然无益于大学
生成长。

事实上， 把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对
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仍然是一笔

不菲的开支 ，因此 ，不见得每一个报到
的新生都能配备这“新三件套”。说它们
已经成为当下大学生的“标配”，实际上
可能是一种被夸大了的事实。尤其是对
于那些贫困家庭而言，培养出一名大学
生本不容易，而当这“新三件套”被抬高
到大学生的“标配”时，只会让这些贫困
地区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平添无形
的压力。

消费多几分理性， 人生才多几分从
容。大学新生虽然已登上人生新起点，但
他们毕竟仍处于学生阶段， 他们开始接
触社会，但消费观念远未定型，将“新三
件套”作为大学生的“标配”来宣扬，很容
易引导他们进入消费误区。这些年来，不
断有新闻曝出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而轻率
举债，最后掉入高利贷圈套的人生悲剧，
可见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观已产生了不容
忽视的后果。

看来， 包括家庭、 学校乃至整个社
会，都有必要宣扬正确的消费观，引导孩
子不要盲目追求各种超越自己和家庭经
济能力的所谓“标配”。相反，应当引导新
时代的大学生效仿、 学习那种简陋的行
囊下怀揣理想、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

戴先任

近期， 衡阳市纪委查办了一起利用
同乡会资源、涉嫌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
大案 ， 一个隐蔽运作长达18年之久的
“店门同乡会”浮出水面。一位副县级干
部 ，被人称为 “旷会长 ”;他参与组建的
同乡会组织严密，有章程、有分工、有固
定经费 ，成为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 “小
圈子”……

“店门同乡会”体现出典型的“小圈
子文化”，表面看是同乡之谊，实则背后
是在进行利益勾兑、权钱交易、权权交易
等龌龊勾当。通过同乡的关系，让“利益”
的攻守同盟变得更难让外部攻破， 甚至
一度还形成了“店门帮”，对当地政治生
态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的存在，让
某些地方官场形成一种任人唯亲的恶性
生态。乡党、朋党……组成利益同盟，共
同腐败、共同进退，对于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民众利益形成的危害，比单个
官员的腐败堕落可怕得多。 如果单个贪
官是“官场独狼”，“店门同乡会”这样的
团伙则是“官场群狼”，他们啸聚官场，对
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发起“群狼战术”。他
们以同乡为纽带，进行权力共享、权力抱
团、 权力捆绑， 在当地搅起了不小的风
浪，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力自肥甚至
实现了“产业化”“集约化”，对官场、对社
会都危害甚大。这样的同乡会，只是为了
利益结盟而集聚起来的乌合之众， 只是
为了让权力更好变现、 钱权利益勾兑而
设立的“内部黑市”。

在反腐倡廉、从严治吏的法治中国，
不能容许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民众
利益，阻碍社会公平正义的“圈子文化”
“山头主义”存在。对“店门同乡会”这样
的利益同盟进行深挖严打， 彰显了构建
健康政治生态的决心。贪腐分子，不管是
“官场独狼”还是“官场群狼”，在法治社
会中，都不会有长久的生存喘息余地。

“七夕”节
不能成为“开房日”

李冰洁

“七夕”将至，各旅游预定平台相继发布酒店、
旅游等消费报告。某平台报告称，今年“七夕”，95
后成为了“开房”的主力军。由于“七夕”恰逢开学
季，由此也带动了高校周边的酒店涨价10%。

历来人们过“七夕”节，都要讲述牛郎织女
的爱情故事，引导年轻人忠于爱情，呵护婚姻，
相互搀扶，一直到老。然而，随着社会开放，传统
文化开始受到冲击，“七夕”节开始变异，谈情说
爱不再单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意蕴
美也残缺不全，“开房”居然成为某些人的主要目
的，令人五味杂陈。

“开房”者中，除了真正谈恋爱的以外，还有
很多各怀心事的人。 有人约会的是 “小三”“二
奶”，彼此所取所需，毫无真情实感可言，更不会
成为带来正能量的社会榜样； 有人约会就是游
戏人生，既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对对方负责，纯
粹为了解决生理需求，比如玩“一夜情”，放纵自
己，玩弄异性；有人设了圈套，借聚会吃饭喝酒，
把对方灌醉， 然后乘机占有对方。 这三类人过
“七夕”，与浪漫无关，相反，不是满嘴谎言，就是
虚假；不是套路，就是阴谋陷阱。

一部分有不纯洁想法和行为的人， 不仅毁
了美好的“七夕”节，也玷污了美丽动人的传统
文化。倘若这个美好的节日里充满了相互欺诈、
相互占有的狡黠，不仅是文明的倒退，也是文化
的悲哀。致力恢复“七夕”节的文化主色调，把爱
情装扮得更加亮丽，更加浪漫迷人，才是全社会
应共同努力的。

� � � � 8月下旬开始，青岛市交警部门每天晚
上对市内几条道路进行分时段封闭， 供市
民和“暴走团”步行。有关方面表示，之所以
将部分道路进行分时段封闭 ，供 “暴走团 ”
步行等活动，是经过了多次调研所决定的，
且于法有据。

给 “暴走团 ”让路 ，体现出了对民生需

求的积极回应， 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释放
了职能部门的执法弹性与政策善意。 但毋
庸讳言，此举只能是权宜之计，难以在更广
范围加以推广。 对于更普遍的健身活动需
求， 还须通过增加公共活动场所等更多办
法加以解决与疏导。

图/闵汝明 文/钟欣文

大学新生行囊
不应盲目追求“标配”

严打“同乡会”式群体腐败

给“暴走团”让路，只是权宜之计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