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相比2010年，2015年中国流动
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均有所减少，
城镇留守儿童却增至2826万。

城镇留守儿童的逆势增长反映了中
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个趋势。 他们的
父母要么长年在外，要么工作繁忙，把孩
子交给长辈或保姆照管。 其中不乏一些

农村人户口迁到了附近城镇， 房子也买
到了附近城镇， 但依然要远赴他乡谋生
就业。 孩子的身份从农村留守儿童变成
了城镇留守儿童。

城镇留守儿童， 面临的缺少父母陪
伴、隔代抚养、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困境，
与农村留守儿童是一样的， 我们关注的
目光绝对不能厚此薄彼。 文/图 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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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华

近日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上 ， 港珠澳
大桥岛隧工程总工程师林鸣 ， 向观众讲述
了一则“背后的故事”———

港珠澳大桥建设之初 ， 中方找到了当
时世界上最好的外海沉管安装公司 ， 但这
家荷兰公司开出了约合 15亿人民币的天
价 。谈崩之后 ，中国人自主攻关 ，终于令港
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在今年7月全部竣工 。港
珠澳大桥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被
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 。事实上 ，
远不止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 ， 我国正愈
发娴熟地驾驭着诸如此类的超级工程 。无
论是有着 “超级天眼 ”之称的 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落成 ，还是标准动车组 “复兴
号”投入运营 ；无论是国产大型客机C919首
飞 ，还是 “墨子号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成功
运行 ，都表明 ，如今的中国工程无论是规模
还是质量 、技术还是标准 ，都已成为展示强
盛国力的标志，彰显出现代中国的风采。

表面看来 ， 超级工程在中国崛起只有
短短几年 ，但实际上 ，无不是砥砺攻坚 、厚
积薄发的结果。

在港珠澳大桥这个超级工程建设中 ，
就有一些湖南人鲜为人知的信息 。 如中联
重科从港珠澳大桥建设伊始 ， 投入全地面
起重机 、拖泵 、布料机 、泵车 、塔机等10余种
高端设备 ，深度参与大桥建设 ；再如港珠澳
大桥50%的钢材由华菱钢铁提供 。 此外 ，时
代新材 、三一重工 、湖南建工集团等也都在

材料使用 、设备助建 、承建施工等方面展示了
“湖南力量”。

这些企业 ， 无一不是眼下这场艰难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突出重围 ”的代表 。在行
业产能严重过剩带来的剧烈阵痛中 ， 这些企
业不等不靠 、主动作为 ，积极寻找创新发展的
新动力 ；面对日益多样化 、高端化 、精细化的
市场需求 ，这些企业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坚持
需求牵引 、创新驱动 ，开发新产品 、抢占新市
场 ，走出一条绿色发展 、创新发展 、可持续发
展的路子。

如今回头再看 ， 我们或许应该感谢一些
国家的技术封锁 、漫天要价 。因为这坚定了我
们自主创新的决心 ， 因为这倒逼了我们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 。 正如网友戏言的：“兔
子逼急了会造桥。”

乔杉

时隔19年， 美国麦当劳选择在当地时
间10月7日这一天，在部分门店重新限时限
量供应极受欢迎的“四川辣酱”。这一做法
引发美国吃货的热情追捧， 有人早早就在
店门外排队等候购买， 但供应量的严重不
足，让前来排队的数千粉丝失望而归，场面
曾一度混乱。

在世界都在流行 “中国制造” 的语境
下，美国吃货疯抢限量“四川辣酱”，依旧给
人以一种特殊味道。在“中国制造”走向世
界的过程中， 中国的农产品自然应有自己
的一席之地。

“民以食为天”。在当下舆论场，农产品
是一个稍稍有些沉重的话题。 虽然我们可
以拿出很多数据来证明中国农产品还是
“靠得住”的，有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农产
品总体合格率达 96% ； 但公众追求的是
100%，要的是绝对没有问题 。可能存在问
题的4%，在大数据上或许并不难看 ，但落

到具体消费者身上并不轻松。目前的农产
品生产还没有给人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动
辄“10万+”的食品谣言 ，也从侧面说明人
们对舌尖安全的担忧。

去年，质检总局官网公布消息，我国出
口食品合格率多年来保持在99.94%以上，处
于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市场中，我们的农
产品也应该像一些国家的农产品一样成为
爆款，要让老外像仰慕中国文化一样仰慕中
国农产品。更重要的是，外销如此内销也得
这样，而且应该成为常态。

现在并不知道这款“四川辣酱”来自哪
里 ，具体的生产流程怎样 ，有没有纯正的
“四川血统 ”。但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我们
有决心肯用心 ，完全可以打造出 “爆款产
品”。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 也应该成
为世界农业强国。推动更多优质农产品走
向世界，是打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
应有之义 。从这意义上说 ，疯抢 “四川辣
酱”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

戴先任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11日召开人才
新政新闻发布会 ， 该校在人才新政中对人
才引进做了许多大胆尝试 。 比如在高职院
校中首次公开招聘院士 、 大国工匠等国家
级人才 ；将人才分为A至D4类 ，分别对应院
士 、大国工匠等国家级人才 、省级人才 、相
关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专业 (学科 )带头人
以及博士。

职校招聘院士，这有些颠覆人们对职业
教育的印象 。 在不少人看来 ， 职业教育是

“二流教育 ”，让院士来任教职校不是 “高射
炮打蚊子 ”浪费人才吗 ？这不免让人质疑南
工院是在哗众取宠 。事实上 ，南工院招聘院
士完全称得上是一次创举。

高职院校难以招揽高级人才，其原因确
实与职业教育长期以来享受的“二等公民 ”
待遇有关 。 国家财政更多地向普通高等教
育倾斜 ，职业院校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自
然难以吸引高级人才入驻 。 高级人才不能
入驻 ，势必影响教学质量 ，读职业学校也成
了一些 “差生 ”的无奈之选 。这两者形成了
某种互为促进的恶性循环。

现在该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时候了 。
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一只腿长 、 一只腿
短，造成教育的畸形发展 。如制造业用工荒一
年甚过一年 ，“中国制造 ” 亟需的专业技术人
才长期呈短缺状态 ， 这些都与职业教育受到
的不公待遇有很大关系。

院士到职校任教并不是大材小用 ， 也没
有辱没院士的身份， 而是实施职业教育人才
发展战略的得力之举 ， 有利于推动职业学校
师资水涨船高 ，培养和引进更多优秀师资 ，有
利于提升职校教学水平 ， 促进职业教育更上
一层楼。

“兔子逼急了会造桥”

杨朝清

从10月1日起，消费者在湖南的饭店就餐
时将不再被收取餐位费，这是新修订的《湖南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中新增的条文。10月
8日，长沙的柳女士在一家餐厅吃完饭准备结
账时，看到账单上有8元餐位费。与商家协商
无果，柳女士将餐厅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这8
元钱。目前，长沙市岳麓区法院已立案受理。

如果您是一个心细、善于观察的人，就会
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看似轻微却很容易

被忽略的权利。乘坐出租车 ，明明是18.5元 ，
司机却习惯性收费19元； 在餐厅明明没有使
用餐巾纸，账单上却习惯性地有这一笔开支；
在超市购物，结账时不少消费者会遭遇“四舍
五入”……微不足道的“潜规则”，无形之中损
伤了消费者的权利与尊严。

一张小账单有时会大有文章。首先，柳女
士的这份较真劲值得欣赏。 一如市场秩序不
会自动趋好，商家的行为自觉也不完全靠谱，
无论它是为牟利而违规， 还是因新政刚出未
及时修正账单。柳女士的较真，可以说重塑了

消费者与商家的消费关系 ：“该给的一分不少
给，不该给的一分不多给。”这样的较真，有助于
市场秩序的规范与净化。

这一事件，更对消费者实现了一次生动的普
法，也给广大商家提了一个醒———在现代消费关
系中，法治已成为商家与消费者关系的楔子———
消费者可以以法治为依托，有理有据地维护个人
合法权益；商家也必须以法理为准绳，约束自身
行为。消费者多一些“较真精神”，有助于让那些应
该的、应得的权益落到实处。无论多小，对权利的
呵护，说到底都是在守卫消费者的尊严。

“因8元钱告餐厅”是一堂公开法治课

职校聘院士不是大材小用

新闻漫画

关注留守儿童，不分城乡

疯抢“四川辣酱”只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