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了一年中高校投递录
取通知书的时候，对于陕西师范
大学的本科新生来说，除了考上
大学的喜悦之外，还多了一份期
待。因为该校的录取通知书，是
由学校的老教授与从校外邀请
来的书法家亲笔手写的，而且这
一传统已坚持了十年。

相比于印刷体的录取通
知书，毛笔手写的形式确实显
得古老，也更耗费时间和精
力，但对于学生来说，这份通
知书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收藏
价值。尤其在很多人连笔都极
少拿起的互联网时代，通知书
上各具特色的“书法作品”，对
学生以及公众而言更是个提
醒：某些看似古老的生活方
式，其间却蕴藏着巨大的文化
价值，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
现代人珍视并传承下去。

单就生活而言，在一个指
纹识别越发普及，甚至有些手
机都能读取虹膜的时代，甭说
书法艺术，就连动笔写字都显
得有些“奢侈”了。对于多数人
而言，日常也就是办理证件或
签署合同、账单等时，动动笔
写下自己的名字，就连传统意
义上的文字工作者，纸笔也早
已被电脑所取代。或许在孩子
那里，情况还有所不同，他们
有作业要写，部分学生还会在
家长的督促下练练书法，但对
于成年人来说，在这方面就远
远不如了。在“世俗”力量之
下，一开始陕师大制作手写通
知书的消息传出时，就有不少
人批评其“作秀”。

时至今日，这一传统已坚
持了十年，越来越多的人从中
看到了坚守的意义所在。从媒

体的报道来看，很多人对于陕
师大的新生是艳羡的，他们还
没入学，就拥有了一份独一无
二的艺术作品。尽管拿笔写字
的机会越来越少，懂书法、练
书法的更是凤毛麟角，但人们
还是能从手写通知书感受到
艺术的美感，这种情感是自然
而然的，是发自内心的，源自
几千年文化传承中的情感积
淀。很难想象，如果这份情感
消失了，独特的感悟不见了，
我们赖以自豪的文化传统又
体现在何处？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倡导
现代人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
放弃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便利，
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从一份
小小的手写录取通知入手，去
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继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就写

字而言，历史上出于记载和通
讯的需要，书法艺术存在的基
础更为牢固，换到今天，电脑
应用和手机通讯的普及，则是
时代进步的必然。即便如此，
哪怕作为一种基本生活之外
的高层次需求，现代人也应该
给传统文化以足够空间，比如
读读古典著作，比如练练书法
写作，又比如听听传统戏剧，
这应该成为一种文化上乃至
生活上的自觉。

其实现在还好，最起码看
到陕师大的录取通知书，人们
还是艳羡的，因为能够从那一
幅幅“书法作品”中有所感悟。
最怕的是，当人们看惯了电脑
上手机上各种程式化的字体，
当人们连笔都拿不起来的时
候，在面对手写的书法作品
时，只剩下了无动于衷。

手写通知书，让传统活在现代

对“乞丐”的伪装不能一扒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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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一名年轻的断臂乞丐，匍
匐于菜市场门口行乞。一名城
管执法人员一番打量之后，上
前扒掉了行乞者的上衣，露出
的竟是完好的双臂。更让人哭
笑不得的是，在把戏被揭穿之
后，行乞者一脸淡然，弹弹道具
上的灰尘，扬长而去。这戏剧性
的一幕近日在网间热传。

类似的“事迹”由来已久且
不在少数。早些日子，新疆库尔
勒的一名“无腿先生”也曾因这
样的把戏而成为新闻人物———
他将完好的双腿“巧妙”地藏在
短裤里，用双手拖曳着身体艰
难前行，在熙来攘往的街道上
行乞，结果被一名路人拆穿。

行乞本身无可厚非，尤其
对那些为生计所迫的行乞者，
社会应该给予足够的帮助与包
容。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一
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其有
没有乞丐，而在于其如何对待
乞丐。正是基于这种常识，像纽
约、伦敦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大
都市也会为行乞者提供生存空
间与生活帮助；正是基于这种

常识，前几年佛山出台政策驱
逐乞丐、上海发布乞讨排行榜

“羞辱”乞丐时，舆论对这些城
市的“形象洁癖”一片哗然。

当然，对上面两名那样的
“伪丐”必须另当别论。虽然“伪
丐”生活上也可能确有这样那
样的难处，但是，当他们以健全
之躯假冒残疾人士来行乞的时
候，其实不是在行乞，而是在行
骗。此刻，他们的身份不是乞
丐，而是骗子，伪装成乞丐的骗
子。“伪丐”的花样还有很多，假
装行李丢失或钱物被骗回不了
家的，现在还发展到假装病重
在网上众筹的，如此等等。

如果说一座城市驱逐乞丐
有乱作为之嫌的话，那么，任凭

“伪丐”在城市中自由穿梭，就
是城市治理上的一种不作为。
因为，“伪丐”的性质决定了，放
纵“伪丐”就是放纵罪恶。

其一，伪装成乞丐，骗取人
们的同情，进而骗取钱财，这是
一种严重的败德行为。如果骗
取的钱财数额较大，还可能涉
嫌诈骗，成为一种刑事犯罪。更
严重的是，“伪丐”往往“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每一个“伪丐”的
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团队”。如
果“伪丐”的败德和犯罪得不到

及时制止，“团队”会不断壮大。
其二，相比于普通的行乞

者，“伪丐”往往“智勇双全”，如
果没有足够的外部压力，他们
可能会在行骗的道路上越陷越
深。无论是对其个人、家庭还是
对社会而言，这都是悲剧。

其三，以行乞的形式行骗，
会导致对乞丐群体的污名化，
在挥霍公众同情心的同时，严
重戕害以互信为核心的社会慈
善。如果对“伪丐”治理不力，不
明就里的人们为了不再被骗，
极易选择一种更简单的自保方
法——— 对弱势群体甚至对一切

“他者”“敬而远之”。
“伪丐”虽只是城市人群中

的极少数，但其腐蚀性破坏性
却大得惊人。面对“伪丐”，城市
管理者决不可掉以轻心，决不
能拆穿骗局之后一走了之。治
理“伪丐”，既要有菩萨心肠，又
要有霹雳手段——— 其实，在移
动互联网等帮助下，一座城市
消除“伪丐”并非难事。

也许应该特别提示一句，
城市管理者大可不必因为“伪
丐”貌似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而
投鼠忌器缩手缩脚，因为，所谓
强势弱势，没有什么可以用来
作为败德与为恶的借口。

中国电信董事长杨杰日前
宣布，中国电信将在2016年逐步
取消长途漫游费，并在国内推行

“全流量计费”。也就是说，打电
话、发短信不是以话费计费，而
是折合为流量统一计费。消息甫
出，引发广泛关注。

现在要实现实时的语音
文字甚至图像通话功能并不
是件很困难的事，实在没有必
要分散在短信、电话、视频这
三个功能之中，但因为国家对
通信行业准入机制的限制，这
种技术上的进步常常不得不
以打擦边球的形式出现。全流
量计费事实上就打破了这种
政策上的限制。

按流量收费，在流量耗费
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短信
还能一毛一条吗？电话还能几
毛钱一分钟吗？资费大幅下降
是必然的，但从长期看，这又
是一件双赢的事。此消彼长的
道理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原
来包月以电话短信为主，流量
一个月100M就够了，现在要刷

微博刷微信，上各种客户端，
这种无限可能中暗藏的商机
岂是电话短信能比的？

得流量者得天下，物联网的
世界、VR技术应用所展现的未
来都表明，流量将为通信行业带
来爆发式的业务增长。采用流量
计费的方式表面上看是让利于
民，其实是打开另一种增长方
式。以量来换市场，流量才是未
来真正的增长点，固执于短信、
电话本身只能让市场越做越小，
并且阻碍社会进步。

4G刚刚拥抱社会，5G时代
已经呼之欲出了，技术的进步
在成本和效率上为全流量时
代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一个基
础运营商就该干基础的东西，
为社会提供更强大的网络服
务才是电信运营商该干的事。
把活跃市场的能力交给社会，
这是计费方式的转变，更是市
场运行模式的转变。(摘自《钱
江晚报》)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尽管拿笔写字的机会越来
越少，懂书法、练书法的更是凤
毛麟角，但人们还是能从手写
通知书感受到艺术的美感，这
种情感是自然而然的，是发自
内心的，源自几千年文化传承
中的情感积淀。很难想象，如果
这份情感消失了，独特的感悟
不见了，我们赖以自豪的文化
传统又体现在何处？

评论员观察

葛媒体视点

此消彼长，开启新的市场模式

“以罚代管”破解不了乱停车

□余丰慧

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
的数据，今年1-6月份民间投资
仅增长2 . 8%，低于平均增长水
平6 . 2个百分点；单从6月来看，
民间投资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同比增速下滑0 . 1%。而在2014
年，民间投资比例高于投资平
均增速，2015年民间投资虽有回
落，但仍高于平均投资增速。

对比之下，不难看到问题
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民资单方
面下滑，还在于投资结构的严
重失衡。如果民资继续下滑，政
府投资继续增长，全部投资中
政府投资比重越来越大，那么
非常不利的局面将会出现，经
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市场机
制的作用也将被削弱。民间投

资断崖式下跌，不仅制约眼前
经济，而且是在破坏经济内生
增长动力。

在寻找民资下滑的原因
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几乎都
把原因归结为审批多、税费高、
融资难、融资贵。不可否认，这
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
都是表面现象。笔者注意到，银
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
主席于学军在2016中国资产管
理年会上提出了民间投资断崖
式下跌的另一个深层次原
因——— 货币因素。这是一个大
问题，也确实是深层次原因。民
间投资下滑与货币问题影响的
逻辑关系是，一边是流动性泛
滥，另一边是资产配置荒，导致
各地银行不约而同涌向政府平
台进行贷款。有些地方的政府
平台过去筹资比较困难，但是
去年以来整个放宽，现在地方

政府手里的钱非常集中，多到
很多地方反映花都花不了。

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政
府投资稀释了居民储蓄和实体
企业资金，进一步影响实体企
业投资能力，使实体企业更为
困难。而且，政府投资量级越
大，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
越大。最近几天笔者到一个国
家级贫困大县调研，听到介绍
说，县里并不缺钱而且握有很
多资金，就是找不到好项目。从
国家级贫困县都足以看出流动
性握在政府手中，民资怎敢出
手呢？

调整投资结构，重点是调
整货币政策，已经刻不容缓了。
要迅速勒住政府新一轮负债性
大融资(发放地方债等)，把政府
的工作重点放在激活民间投资
上，而不是壮大自身投资或掌
控投资资金的配置权。

葛一家之言

调整货币政策，给民间投资加速

济南市近日公开对《济南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道路机
动车停放管理的通告》征求意
见，通告提出多项严厉处罚措
施，被称为“最严停车令”。

济南制定“最严停车令”，旨
在规范停车秩序、缓解道路拥
堵。但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乱停
车行为一直被严罚却难以缓解，
瓶颈就在于车位严重短缺。破解
乱停车难题，不能简单“以罚代
管”，更须加强源头治理。根据济
南市停车办去年盘点，市区停车
泊位缺口高达74 .15万个。这意味
着，光靠“严”字当头、“罚”字开
路，于事无补。

在停车位缺口巨大的同时，
因停车位收益不高，一些城市的
车位常被挪作他用。因此，盘活
存量资源无疑能有效缓解停车
难的压力。有关地方和部门可以
找准车位收益和车主负担间的
平衡，合理利用价格杠杆加以调
节，撬动民间资本参与，引导资
金流入停车管理领域，让被挪用
的停车位资源回归本位。

调查研究是良政之源。面对

巨大的停车位缺口，政策制定前
还应进一步摸清家底。学校、医
院、交通枢纽……哪些区域是驻
车密集地、最缺车位？波峰波谷，
怎样设计区间价格才更合理？地
上地下，如何建设停车场位最科
学高效？只有深入调查研究，主
动查摆核心问题，以长远眼光设
计蓝图，才能找到缓解停车难的
治本良方。

依法行政是善治之始。济南
“最严停车令”一经公布，即有法
学专家对停车管理员可贴单取
证供交警审核执法等细则提出
质疑，认为其对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上位法有不当突破之嫌。日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了道路
交通安全法执法检查，各地应以
此为契机，在完善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制度时，增强法治意识。

严罚违停只是补牢之举，
开源疏导方为治本之道。治理
乱停车不能手软，但“以罚代
管”绝非良方。只有尽职尽责提
供了必需的车位资源后，严格
的政令才更具公信力。（据新华
社电，作者魏圣曜、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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