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毕业就置业，都怪房价不等人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郑
功成谈及今年两会期间社
会关心的热点话题时表示，

“大学生一毕业就想买房，
心态不正常。”他认为国人
需有“正确的住房观”，不能

“一步到位”，一开始就想住
上自有产权的大房子。

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断，
郑功成的理由是“住房应该
是最昂贵的消费品，应该是
用一生的规划来解决”。从
理论上说，这种分析是成立
的，但问题在于，大学生们

为何拒绝“一生的规划”，急
于安家置业？

单纯从经济上来讲，一
毕业就想买房确实很难实
现，但这么多年轻人都想早
买房，却是很多社会原因造
成的。最直接的原因，当数
房价与收入严重不对称，给
大学生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
力。如今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普
遍不高，面对高昂的房价，大
多数人只能望而兴叹。部分
有能力支付首付、成为“房
奴”群体的已属不易，一些
几乎一无所有的“蚁族”群
体，只能承受高房价带来的

焦灼与煎熬。尤其在房价出
现回落之时，他们早点买房
的愿望更加迫切，因为房价
一旦反弹，可能他们多年的
努力就会重新付诸东流。

其次，大学生一毕业就
买房，并非放弃了“一生的
规划”，恰恰是为规划争取
一个好的开端。毕业生们面
临的人生考验，远不止住房
这一个。在不同的年龄阶
段，他们必须承担来自多方
面的压力。成家之后，子女
的教育成长需要用钱；中年
之后，父母的赡养需要花
钱；年老之后，自身的医疗

还需要花钱。在方方面面的
社会保障都不到位的情况
下，毕业生们必须趁着自己
还年轻早作打算，等到上有
老下有小时才想起买房子，
有可能成为“一生的规划”
的败笔。

另外，很多社会因素也
迫使毕业生不得不做出早
日买房的决定。我国每年毕
业的大中专学生超过千万，
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还
满足不了庞大的需求。大多
数毕业生不仅要到租赁市
场上承担较高的房租，还要
经常忍受居无定所的痛苦。

再如，很多人把住房视作成
功与否的评价标准，甚至成
为谈婚论嫁的前提条件，也
助长了年轻人早日买房的
需求。

物质决定意识，一种观
念的形成，必然存在着相应
的现实背景。国人住房观的

“不正确”，忠实地映照出了
当前社会中保障不到位、安
全感缺失的现实。在房价尚
未回落到合理水平、保障房
依然紧缺的情况下，让年轻
人安之若素地树立“正确”
的住房观，同样是一种不合
实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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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封

今年两会期间，随着居
高不下的“三公”消费被热
议，价格不菲的茅台酒也被
卷入其中。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
委书记栗战书3月7日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政府采购
和市场销售都是市场行为，
政府部门和个人都是消费
群体的一部分，有些单位和
社会成员需要购买茅台酒，
我认为无可非议，不要把茅
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
系在一起。”贵州省副省长
慕德贵也说，“三公”消费一
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费
高不是茅台的错。

为官一任，自然力求造
福一方，在两会这个平台上
对所代表的利益诉求予以
不同程度的表达，乃是责任
担当，无可厚非。众所周知，
茅台对经济并不发达的贵
州举足轻重，2011年，茅台集
团销售收入240多亿元，上
交税费94亿多元，在贵州财
政收入中占到了7%以上。

其实，在去年的全国两
会期间，贵州省长也就茅台
酒的涨价问题做了详细的说
明。只是，这一次暴风雨来得
更加迅猛剧烈，有人大代表建
议控制茅台酒过快涨价，甚
至有政协委员还向大会提交
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
台酒的提案》。在人民网两会

网络调查中，53 . 6%的受访
者认同“在公款消费中明确
禁止喝茅台”的建议。

作为中国白酒的知名
品牌，茅台价格十年涨了6

倍多，为外界广泛诟病。原
因很简单，如今一瓶2000块
钱左右的飞天茅台，寻常百
姓家的餐桌是难得一见的。
这茅台酒到底都让谁喝了
呢？不用做太深入的调查，
大家都对此心知肚明。

但是，若说完全是公款
吃喝拉高了茅台酒的价格
也有失公允。众所周知，茅
台酒生产周期长，年产量并
不高，长期以来处于供不应
求的境地，物以稀为贵，加
上不少人还把买茅台酒作

为一种投资渠道，这也在很
大程度上使其市场定价急
剧攀升。因此，一瓶难求的
茅台酒被传说为奢侈品也
就不足为奇了。当天价的茅
台酒跻身政府采购目录，成
了公款消费品，难免要背负
上外界的指摘和攻击。

假如像外界呼吁的那
样，让茅台酒退出政府采购领
域，就能让公款吃喝的费用降
下来吗？栗战书对此说得很实
在，“不上茅台酒也会上拉
菲，一瓶进口的拉菲，会比茅
台酒贵得多。上一碗鲍鱼多少
钱，上一碗鱼翅多少钱?”

最近几年，国家在限制
“三公”支出方面采取了不
少办法，收效明显，公款出

国和公车消费的支出基本
没有明显增长，公务用车购
车经费甚至有所下降。但对
于公款吃喝方面，似乎还没
有太好的措施和制度来治
理“嘴上腐败”。把遏制公款
吃喝的板子打在茅台身上，
这也凸显了公众的焦虑和
无奈。其实，千夫所指、人人
喊打的不是茅台，而是铺张
浪费的公款吃喝。

有道是，酒香不怕巷子
深。处于风口浪尖的茅台如
果感觉自己比窦娥还要冤，
不妨自信一把，自行退出政
府采购目录，在检验自身市
场魅力、号召力的同时，验
证一下到底是谁拉高了公
款吃喝等“三公”消费费用？

我从来没有读到过英
国人骂苏格兰威士忌的文
章，我也从未见到过法国人
调侃科涅克白酒的文字，走
遍世界各国，但凡出名酒的
国度，我们听到的都是对自
己国家和民族出产的名酒
的盛赞，而且不少酒的价
格，要远远贵过我们的茅台
酒。

——— 作家叶辛说。

我们常说做人要厚道，
其实做医生、办医院更要厚
道。医生们要挣钱，但是要
体面地、有度地挣钱，不能
迷失在经济利益里。

——— 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院长刘玉村说。

220伏与110伏电压都
是国际标准电压，各有优
势，但你到了一个采用110

伏电压的国家，就得用变压
器将220伏电压转换一下，
因为两者不能兼容。艺术的
标准也一样，现在文化市场
有大家认可的世界标准，你
若融入，不能用自己的标
准，只能接受通用的标准。

——— 中国爱乐乐团艺
术总监余隆说。

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
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
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
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
社会和谐。

——— 中国政法大学终
身教授陈光中说。

高校发展已经面临“强
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
合理配置高校资源，已经刻
不容缓。

——— 江西师范大学校
长梅国平说。

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
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
及，特别要尽快免除小额纳
税人的负担，因为这种税征
收成本极高、会产生极大的
社会摩擦，但收上来的税其
实很少。

——— 中国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说。

茅台本无罪，公款吃喝出“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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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折腾”应该

惠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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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搞点特长就是素质教
育》一文，文中山东省教育厅
副厅长张志勇就素质教育说
出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素
质教育实行了好多年，真正
能把它说明白的人却不在多
数。一段时间说，减负是素质
教育的需要；一段时间又说，
多培养特长是素质教育。要

说短时间内，人们的思想不
明晰，倒是还没有什么，问题
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无论是
教育专家、教师还是学生仍
然在“素质教育”的迷魂阵中
冲杀，确实值得重视。受害最
严重的是学生，面对高考独
木桥，除去一成不变的文化
课竞争，还要有很多额外的
东西，弄来弄去，让教育界一
头雾水。希望教育主管部门，
从实际出发明确学生的必修
与选修范围，切实减轻负担。
正如张副厅长所说，不是搞
点特长就是素质教育。

读者：李洪嵩

福泽子女的

“好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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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家亲戚，男的从机

关退休，女的是退休老师。他
们的儿子前年从杭州一所大
学毕业，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那孩子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工
作经历，在杭州一家软件公司
做后勤，每个月三千元不到，
租房加生活，还需家里贴补。
后来父母让他回家，索性供养
他了。他们的想法很朴实，就

一个儿子，不指望他赚钱养
家，两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一
万多块钱，日子非常好过。

我真的为这对父母感
动。大学生就业问题其实是
一个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
但做父母的凭借体制内的高
福利待遇消减了就业压力，
这种福利滋润了一代人，甚
至还能养活下一代人。现在
面临就业的群体绝大部分是

“90后”，这是一个被人贴上
“独立、反叛、自信、脆弱”标
签的群体，他们面对的就业
市场非常不乐观。如果你与
这个群体有过接触的话，就

可以把他们分成三类人：一
类继续读研，其实就是延缓
自己过早地进入社会，去做那
些重复又透支生命的工作；一
类是家有“好父母”，赋闲一两
年不算长，三四年也正常，没
有好工作绝不将就。一类就是
普通群众的子女，他们就是我
们经常看到的抱着一大堆简
历到处投的孩子。在大学生就
业这个问题上，有高薪有保障
的“好父母”起到了一个减压
器的作用，这好像是一个黑
色幽默。 读者：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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