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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其江 彭艺

近日， 被网友称为中国科幻电
影里程碑作品的《流浪地球》，成为
点燃春节档票房的黑马。 该片根据
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 虚构在不远
的未来，太阳即将毁灭，面对绝境，
人类开启“流浪地球”计划，试图带
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 寻找人类
的新家园。

内容是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品
质是观众口碑的基础。《流浪地球》
首日票房1.87亿元，截至2月10日晚
上，票房已经达到约20亿元。枯燥的
数据，佐证《流浪地球》的观感超出
了观众的心理预期。人们纷纷用“震
撼”来形容其情节、画面、音效，表达

对这部电影的喜爱。
科幻片尤其是硬科幻片， 代表

着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 一部完美
的科幻电影需要耳目一新的宏大设
定和具备想象力的视觉呈现。 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流浪地球》 投资巨
大，筹备期间更是做足了“功课”：拍
摄前，团队制作了8000余格的分镜、
30多分钟的动态预览， 同时尽可能
还原原著场景， 耗费了大量时间和
精力制作了10000多件道具来满足
拍摄的需求。正是真心诚意的创作，
才换来“首个中国硬核科幻大片”的
赞誉。

“身在流浪 ，心在故乡 ”，有观
众如此评价这部国产科幻电影作
品 。其实 ，科幻片很容易拍成特效

的堆积 ，因为缺少情感的共鸣 ，会
让人观之味同嚼蜡 ， 毫无兴趣 。
《流浪地球 》大火 ，甚至被称为 “中
国科幻电影开山之作 ”，是因为这
是一则国人关于亲情 、 英雄 、故
乡、家国的故事。

“流浪地球”这一设定背后，有
着浓重的故土情结。 地球是一个符
号， 它承载着我们所有的历史、文
化、情感，是一切传承的根源。把地
球变成宇宙飞船， 深刻地表达着中
国人对故土的眷恋。

有网友说 ：“我们不需要模仿
好莱坞大片，我们可以拍中国自己
的大片。”是的，当全世界都沉浸在
模仿漫威宇宙中的科幻时 ，《流浪
地球》用富含中华文化内核的科幻

为中国科幻电影提供了一种选项。
如果是西方的科幻电影，遇到这种
灾难 ，人们会选择登船逃离 ，但这
部影片里，中国导演却是要把地球
带走 ；西方科幻电影里 ，充斥着救
世英雄的个人主义色彩 ，而 《流浪
地球 》中 ，中国电影更多的是讲究
大局 、讲究合作 、勇于牺牲的集体
主义精神。

《流浪地球》让公众看到了中国
的电影艺术家们勇于创新、 坚持不
懈的创作精神。更为珍贵的是，它虽
然外壳是一部硬核的科幻片， 但是
内核却是柔软的， 有着中国人浓浓
的家国情怀。 相信它会打开一个属
于中国的科幻世界， 进而让中国科
幻电影不再“流浪”。

亦言 严水泉

围炉夜话的温馨犹在眼前，“微拜
年”的时尚还在指尖，七天春节长假，
不经意间就在与家人团聚、 走亲访友
中一晃而过， 人们的工作生活也回归
常态。

从“过年模式”，立马切换进入“工
作状态”，讲究的是规矩意识、纪律意
识。但总有一些人，春节长假过后迟迟
不能恢复正常状态，“节后综合症”一
时半会消除不了。比如，有的人上班后
疲疲沓沓、 无精打采； 有的人拖拖拉
拉，随便迟到早退、串岗缺岗；有的人
甚至上班时间“翘班”打牌，网上娱乐，
对于手头的工作能拖则拖。“不到元宵
年未了”的心态，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得
十分明显。

节后“收心”，关键是主动调整心
态，自觉归拢“放飞的心情”,以扎实的
态度进入工作状态。 切忌把节日中的
松散随意带到工作当中。 每一项工作
的落实，不仅需要人头到位，还需要我
们潜心思考、耐心琢磨、真心付出，如

果心里还惦记着走亲访友的事， 心思
就难以放到群众身上； 脑子里还在上
演着吃喝娱乐， 对手头的工作就会无
所用心；身心还像假日一样懒散，工作
就会开小差，比平时慢半拍。

节后上班， 意味着进入正常的工
作时间，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服务部门，
面对的是老百姓，服务的是广大群众，
一举一动老百姓都看在眼里， 一言一
行都关乎政府部门的形象。因此，不管
是否有人上门办事、 是否有领导检查
工作，都要做到随时随地人在位、能办
事，绝不能出现“门锁打开转两圈，大
门一锁不见人，三五一群打棋牌，轻松
休闲逍遥玩”的现象。

新春要有新气象， 新春更需新作
为。春节假期只是一个“加油站”，短暂
的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其实，节后
能不能立马收心， 以饱满精神进入工
作状态，更能检验出一个单位、一个人
作风建设的成效。心中有目标、肩上有
责任，前进才会有动力，广大党员干部
应尽快摆脱“过年状态”，以充沛的激
情、良好的状态，迅速投入工作。

杨玉龙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 很多人也
准备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警惕求职应聘八
大陷阱提示，包括警惕“黑中介”、警惕
“假猎头”、 警惕“假老乡”、警惕“假兼
职”、警惕“乱收费”、警惕“扣证件”、警
惕“培训贷”、警惕非法传销。提醒求职
者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被骗。

八大陷阱，个个坑人。这些陷阱不
仅能够坑到那些初入社会求职者，就
连一些经验丰富的职场“老人”也会上
当受骗。求职者遇到这些陷阱，有的会
进行抗争； 但大多数人会采取 “吃闷
亏”的方式自认倒霉，这样又助长了不
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远离求职陷阱， 一则需要求职者
练好“防骗功”。比如，对于中介公司，
或者其他渠道获得的求职信息， 应审
慎对待。应全面了解用人单位、招聘职
位等情况。诚如人社部提示，特别是报
酬较高、福利优厚的岗位，尽量通过用
人单位官网查询或者向相关机构核实
工作内容和性质， 核对薪资水平是否

合理，以防被骗。
二则需要求职者增强法律维权能

力。比如，若遭遇求职陷阱或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应立即向公安部门报警，切
莫因为胆怯或者为了脸面而一忍了
之。同时，求职者也应加强劳动法律法
规知识的学习， 相关部门也应加大就
业防骗知识的普及， 引导广大求职者
通过合法渠道求职， 借助合法渠道维
权，从而保护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三则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就业市
场治理。求职者求职时固然需要提高警
惕，但是避免落入各类求职陷阱，显然
不能仅靠他们自己单打独斗。以最为典
型的“培训贷”为例，某些培训机构将高
薪就业作为诱饵，向求职人员承诺培训
后包就业，但须向指定借贷机构贷款支
付培训费用。“招转培”的背后是套路满
满，仅有求职者的防范远远不够。因此，
一方面相关部门须加强对此类骗局的
警示；另一方面要对违规培训机构及招
聘单位给予法律惩戒。

总之，人们在年后求职须防范陷阱，
多长几个心眼。 求职者唯有自己变得强
大了，受骗的概率才会少而又少。

毛建国

春节期间，一篇山东“男孩”携
妻回村过年的网文搅动着网络上的
平静，“山东媳妇吃饭不上桌” 等旧
俗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据媒体求证
报道显示 , 文章主人公王严身为90
后，他并未见过网传的那些“旧俗”，
“很多信息其实是外界对我们的一
种误解。”民俗专家表示，现在生活
条件改善了， 规则也会变化，“看待
地域习俗的时候， 不应该戴着有色
眼镜。”

这是一个并不流行写日记的年
代，可这几年每到春节前后，总会出
现大量以消费和矮化农村为主题的
“返乡日记”， 且每每都能蹿升成为
社会热点话题。剖析这些走红的“返
乡日记”不难发现，它们有着大致相
同的模式，有的贩卖焦虑，有的贩卖
优越，有的贩卖矫情。可叹的是，有
些书写者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听到
的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农村。

大量出现的“返乡日记”存在两
个问题，一个是偏见。应该承认，当
前城乡之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
题依然突出， 乡风文明建设任重道
远，移风易俗是一场攻坚战。在一些
人的印象里，农村是发展的边区、文

明的盲区， 潜意识里认为农村什么
都不行。带着偏见的眼光看待农村，
必然会出现种种变形， 如果再掺杂
一些其他动机，必然会出现扭曲。

还有一个是“片见”。古人有云：
事不目见耳闻， 而臆断其有无，可
乎？其实，即便目见耳闻了，哪怕有
图也未必有真相。原因就在于，人们
接触到的可能只是事物的一个片
面。即便是以往“山东媳妇吃饭不上
桌”的地方旧俗，民俗专家解释却是
另一番“美好”：其初衷并非是为了
制定特殊的等级， 也不是男尊女卑
的旧制使然， 更多是因为在过去的
年代，村民家里条件有限，想尽其所
能地招待客人。如今，这种习俗即便
还会在哪一个角落顽强存在， 也是
很少很少，把它当成农村普遍现象，
自然是大错特错。

消费农村不应该成为 “网络新
年俗”，仅凭一则片鳞半爪、甚至似
是而非的“返乡日记”，不可能认识
一个真实的农村。 如果不具备田野
调查的条件和能力， 不妨去看看主
流媒体对新农村的报道。 真正值得
反思的是， 为什么这些满怀偏见与
“片见”的“返乡日记”会有市场？其
对应的复杂社会心理， 尤其值得思
考和警惕。

春节期间， 四川一私家车车
主自驾到大理游玩时， 在大理洱
海边洗车， 此事被网友曝光并遭
遇一片谴责声。对此，四川遂宁市
人民政府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
当事人已被处以2000元的罚款。

遏制类似“洱海洗车”不法行

为，既要祭起“重罚”利剑，更要在
“必罚”上下足功夫。一方面，职能
部门要进一步明确目标， 细化责
任，并借助现代科技力量，加大警
示教育和查处力度；另一方面，要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形成环境共
治模式。 文/杨维立 图/朱慧卿

《流浪地球》来了，谁说中国拍不出科幻大片 节后“收心”再出发

年后求职须防陷阱

从“返乡日记”里
认识不了真实的农村

“必罚”比“重罚”更重要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