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日夜晚，为营救一名坠井
的男童，淄博市张店区房镇房
东村的一片荒地上机器轰鸣，
人声喧哗，经过9个小时的挑灯
夜战终于从“鬼门关”前夺回了
幼小的生命。收看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的直播时，很多人和坠
井男童的亲人一起流下了眼
泪。在乍暖还寒的春夜，这个科
学救援的奇迹让人感到心热。

男童坠入十余米深井，最
终安然无恙，不是命大，而是得
益于救援的快速有力。接到报
警之后，市、区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公安、消防、卫生等多部门
及时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在直
播中，不仅可以看到专业的救
援设备，还可以看到专业的救
援指挥水平。如果没有平时的
训练有素，应急预案未必会这
么快捷有效，“夜战”的结局也
许不会这么圆满。所以，参与救

援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被点赞，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生命高
于一切。这是清明时节最生动
的生命教育课，也是当下最感
人肺腑的正气歌。

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很
多宅在家里刷手机的人被一段
无底线的视频震惊到“三观颠
覆”。大庆肇州一名男子为报复
前妻，竟然猛烈掌掴熟睡中的
年幼女儿。这一幕又让很多人
怀疑，社会是否冷血到开始吞
噬儿童的地步，因为之前已经
屡屡爆出幼儿园虐童、保姆虐
童等极端事件。确实，一旦出现
社会失序的风险，最为弱势的
儿童很容易成为牺牲品。那些
打向儿童的耳光，那些扎向儿
童的钢针，甚至还有那些残害
儿童的食品，无一不刺痛人心
深处最柔软的那一点。近百年
前，鲁迅曾经发出“救救孩子”

的呐喊，今天我们依然需要给
儿童更多的关爱。这是父母的
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而安全
是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

在张店的彻夜抢救，因为
媒体的直播引起了巨大的反
响，舆论场里也激荡起阵阵涟
漪，同时传递着温暖和正能
量，感染着每一个在场或不在
场、相关或不相关的人。在信
息时代，信息的传递越来越快
捷，但一日千里的技术进步也
带来了社会和伦理失序的错
觉。因为一些自媒体的逐利天
性和“标题党”的不负责任，越
来越多的负面新闻被迅速传
播和无限放大。往常是“好事
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互联
网上“坏事”无论确切与否，总
能以裂变的方式“日行万里”。
越来越多的“坏事”迅速占据
了手机屏幕，越来越多的“好

事”被冲淡埋没了，失实的舆
情镜像冲击着常人对真善美
的信仰，以至于很多人怀疑这
个社会是不是越来越坏了。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的直播及时
地为舆论场输送了正能量，这
不只是为抢救一个儿童鼓与
呼，更是为捍卫社会文明尽一
个主流媒体的责任。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
渊也在凝视你。”很多人正被越
来越多的“坏事”惊得神魂不
定，如临深渊，媒体在发挥舆论
监督作用的同时，理当承担起

“鼓舞士气，成风化人”的使命，
把那些经常被人忽视的“好事”
传递出去，让人感知无处不在
的好人好事，让人相信未来可
期。既然一个落入村郊枯井的
儿童都没有就此无声无息地消
失，我们中的很多人就没有必
要心慌无底。

直播“救童”，在春夜里传递着温暖

在直播中，不仅可以看到
专业的救援设备，还可以看到
专业的救援指挥水平。参与救
援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被点赞，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生命高
于一切。这是清明时节最生动
的生命教育课，也是当下最感
人肺腑的正气歌。

衡水中学开“分号”，不必棒杀捧杀

□何勇海

河北省衡水中学是一座
饱受争议的“超级中学”，它以
每年百名左右考入清华、北大
的人数以及被外界风传的军
事化管理闻名全国。近日，衡
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衡水中
学与某集团合建的高级中学）
正式揭牌，这标志着衡水中学
走出河北省，正式进驻浙江。
此校是按“名校办民校”模式
成立的。学校将不限户籍、面
向全国招生，发展规模为144
个班级、6000名在校学生。

衡水中学跑到外省开“分
号”的新闻，引发了社会热议，
褒贬者各执一理，互不相让。贬
者认为，在主张素质教育的今
天，疯狂追求应试教育，“泯灭

学生天性，扼杀学生创造力”的
“衡水模式”不该推广，而“学
霸”也不可以复制；褒者则认
为，一所学校好不好，一种教育
教学模式对不对，学生和家长
最有发言权，那么多学生及家
长追捧“衡水模式”，那么多毕
业生被清华、北大录取，说明

“存在即是合理的”。然而在我
看来，衡水中学跑到外省开“分
号”，不必棒杀，也不必捧杀。

先说不必棒杀。“衡水模
式”确实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一
个缩影，以其准军事化、标准
化的教育管理被称为“反教
育”的“考试集中营”。“衡水模
式”并非单独的存在，而是根
植于应试教育的广袤土壤之
中，那片应试教育的广袤土壤
不除，“衡水模式”就不会绝
迹。“衡水模式”也是对高考制
度的极致迎合，只要高考制度

不改，这个模式就会存在。
某些地方开办衡水中学

“分号”，也不必担心它会让当
地的素质教育出现倒退。事实
上，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并
不是衡水中学第一家“分号”。
2015年，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呈
贡校区在昆明成立，它让当地
的素质教育倒退了吗？没有。
2016年，河北衡水中学落户合
肥，今年9月份将正式向安徽全
省招生，相信它也不至于让当
地的素质教育倒退。其实，在高
考的指挥棒之下，又有多少地
方与学校是真心在搞素质教
育？衡水中学外省分校的到来，
只不过是给当地应试教育的对
垒学校增加了一个劲敌而已。

再说不必捧杀。追捧“衡
水模式”者认为，衡水中学省
外办分校，给外省平民子女考
上好大学开辟了又一条通道，

“普通老百姓孩子上名校只能
拼分数，而衡中就是从分数上
保证了孩子上名校的概率，所
有的争议和质疑都抵不过一
个实实在在的分数”“衡水模
式虽然残酷，却是平民教育、
平等教育，素质教育虽好，却
是金钱教育”。这些看法又走
向另一个极端。学霸真的不可
以复制，衡水中学目前取得的
应试成绩，只能说是现行高考
选拔体制下萌生的一枝奇葩。

这些年，名校异地办学早
已不是新鲜事。对于衡水中学
外省开“分号”，我更愿意将之
看作资本投资教育的一起普
通事件，只是对当地教育资源
的一个补充，对当地教育模式
的一个丰富，由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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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如何发展，雄安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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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lupinglun@sina.com

治理“墓地经济”

也需供给侧改革

□谭浩俊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
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
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市场最开
放、经济最活跃、人民最富裕的
两个经济区，特别是长江三角
洲，已经成为全球著名的城市
群、全球最具成长力的经济圈。
两大经济圈所以活力四射、动
力无限，除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和产业基础之外，与深圳特区
和浦东新区的作用也是分不开
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两大经
济特区的腾空而起，为沿海地
区的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开辟
出了一条新路。

就中国的实际来看，只有沿
海地区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面

积更大、人员更多、发展条件相
对较差的内陆地区如何发展，已
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
平、上升到一定台阶之后必须认
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雄安，无疑可以成为中国
探索内陆地区如何发展的一个
尝试。因为，雄安位居北京、天
津两大直辖市周边，是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核心地区。如果雄
安能够异军突起，成为深圳、浦
东那样的经济特区，那么，对整
个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将起到十
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
是，若雄安的探索取得成功，就
能够比较好地将经验复制到其
他内陆地区，从而推动整个中
国内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异。雄安
新区的设立，不仅事关京津冀
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更事关
内陆地区能否开放搞活的大
局。所以，能否通过雄安新区的
设立探索出一条内陆地区开放
搞活的新路，是摆在雄安新区
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虽然雄安没有深圳、浦东

那样的交通优势，没有沿海的
区位优势，甚至可能连水都需
要充分借助南水北调的力量，
但紧邻北京的产业优势、科研
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是
深圳和浦东不可比的。可以预
料，随着雄安新区的正式宣告
成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
的产业将源源不断地向雄安转
移，北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
会逐步地搬迁到雄安或者在雄
安建立分校、分支机构，人才也
伴随着相关企业、院校、机构的
转移而转移到雄安。很多“北
漂”也会逐步转为“雄漂”，使雄
安成为一个新的技术、人才、资
源、资金等的集聚地，并通过发
展转化成发散地，形成集聚与
发展的双向效应。

雄安的发展决不能是深
圳、浦东的简单复制，必须走出
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这条新
路怎么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就是要“坚持世界眼
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
定位”，就是要把雄安建成“绿
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

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
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
示范区”。这个定位可以说是相
当高的，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
高过目前的深圳、浦东。

由于目标定位很高，因此，
雄安从起步开始，就要把起点放
高一些，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要
站在全局看问题，当一个真正的
示范区、先行区、引领区，让其他
地方能够从雄安身上学到自己
想要的东西，能够在其他地区特
别是内陆地区进行复制。譬如，
在产业定位、新型城镇化建设、
城乡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企业
创新等方面，都必须高起点、高
目标，尤其不能再走其他城市依
赖“土地财政”发展之路。

从总体上讲，雄安既然接
受了这项任务，就没有回头的
余地，就必须接受考验、迎接挑
战，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
勇敢地克服，坚决地向前走，不
要辜负中央的重托，不要辜负
全国人民，尤其是内陆地区人
民的期待。

葛试说新语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葛一家之言

□木须虫

今年清明节前夕，有媒体探
访发现，在墓地市场背后，存在着
一个获利丰厚的墓地销售中介群
体。它们手上掌握各类墓地资源，
通过线上联系、线下交易的方式
对接消费者，每卖一块墓地，可获
得高额提成。同时在墓地销售中
介市场上，还暗藏着违规销售“公
益墓”和非法墓地的交易。

每到清明节，墓地贵总是热
议的话题，背后根源还是墓地资
源供给的短缺与入土为安刚需的
矛盾。统计显示，我国人口死亡率
约为千分之六，像北京这样人口
近两千万的特大城市，每年因死
亡形成的入葬需求超过10万。如
此庞大的需求，得不到有效的基
本满足，催生出职业墓地销售中
介，并不令人意外。

长期以来，墓地处在市场供
给紧张的状态，虽然许多城市都
有政府提供的公益墓地，但公益
墓地既有户籍的限制，又深受土
地资源供给的制约。大量的墓地
需求只能靠经营性公墓以及非法
墓地来满足，市场无形的手自然
会推高价格，导致墓地价格虚高，
也会滋生出诸如囤地、炒墓一类
的乱象。

有人把“墓地经济”的种种乱
象归咎于落后的殡葬观念，不否
认有其合理的一方面，如建筑式
墓葬、追求大墓地等会过度占有
土地资源、破坏生态。但归根结
底，问题的要害还在于逝者没有
低成本获得“一尺黄土”的权利。
治理“墓地经济”，除了通过完善
立法、加大监管执法加以规范，更
关键的恐怕还应当围绕这样的基
本民生权利，从供给侧进行改革，
给予有效满足。

城市应当加大墓地的收储与
供给，对民生进行兜底，如将城郊
以及城市周边一些没有经济价值
的荒山加以绿化利用，确保供给面
积与城市人口规模基本匹配。与此
同时，以人为本推进生态殡葬改
革，不是简单让殡葬给生态让路，
而是推动殡葬与生态的融合，兴利
去弊。比如，政府提供山地，设立公
益性生态墓葬林，居民以认领树木
缴纳费用的形式，获得不低于公墓
平均水平的生态墓葬用地。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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