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不会一蹴而就

功利化的阅读和被肢解的名著

□金新

世界读书日到了，不妨谈
谈读书。笔者曾看到报道说，
有记者询问一名中学生是否
看文学名著，此学生竟反唇相
讥：“看名著能考大学吗？”语
出惊人，令人瞠目结舌。

不过，尽管出乎意料，但
在“情理”之中，这种弱化，确
切地说否定名著作用的观点
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有教师命
题作文，让学生谈论“读文学
名著与考好语文之间到底有
没有关系”。学生认为有关系
的每每言不由衷，以为无关
系的往往言为心声。撇开偶
然因素，这是目前语文应试陷
于极端，评价机制趋向落后的
结果。

然而，客观且公正地说，
造成中学生不看名著，除了语

文考试指挥棒外，我们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学生就是家长
与老师的影子。青少年不爱读
名著，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家长
与老师自己不爱读名著的影
响。依赖语文知识的简单积累
与授课技法的无聊施展，可以
成为名师；于是，从不阅读名
著的学生，依靠基础知识的机
械识记与选择题型的无端猜
测，同样也可以成为尖子。荒
谬的推理，源于荒谬的环境。
而荒谬的环境中，荒谬的极
致，应该是以文学为底蕴的语
文老师居然不爱读文学名著。

当然，说时下的中学生一
点也不读名著，可能有些“言
过其实”。毋庸讳言，在语文考
试指挥棒下，由于阅读名著无
法符合急功近利的所谓量化
标准，精读莫泊桑的《羊脂
球》，还不如略知莫泊桑何时
出生、哪国人、几多作品，以便
应付名副其实的死记硬背式

的客观选择题。
可语段还是不能不阅读

的，并有相当大的量，因应试
既离不开繁琐的基础，也离不
开零碎的阅读。现在哪一个学
生没有若干本某某某语段“精
选”“汇萃”“大全”之类的书，
眼下有的语段阅读书业已哗
众取宠到了“兵法”的地步，真
让人有挟中考与高考之“天
子”以令各名著之“诸侯”的幻
觉。这种对名著的肢解，从本质
上来讲，是对名著整体美学与
哲学意蕴的削弱甚至“毁灭”，
将人引入猜疑的尴尬境地。事
实上，名著中的语段有时单独
来看好，在整体里未必佳（极
可能相对是败笔）；有时在整
体里好，单独来看未必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原是一篇在比照中体现鲁迅
思维个性与共性的，如将它分
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百草
园归百草园，三味书屋归三味

书屋，那断章取义是显而易见
的。就百草园而言，孤立地阅
读，充其量只是写景有序而
已，甚至还有“学生腔”之嫌。

名著是人类文化精英的
积淀，在教育浮躁的时代，竟
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

“鸡肋”。对此即便教育圈内有
识之士也仅是口头闹革命，行
动不敢越雷池一步。

有人可能会担心，这些
“腹无诗书”者今后如何“气自
华”，这实在是迂腐至极。君不
见时下《中外名著概要大全》
之类的书，有时皇皇巨著，粗
则一二百字提要，细则三五百
字钩玄，那就是专为“弥补”先
天不足所准备的“速效滋补
剂”。不要说中学，大学里凭这
个考上研究生的竟不在少数。

在以素质教育的口号落
实素质教育的今天，名著的悲
哀有其合乎逻辑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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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创新，只剩工匠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您觉得什么是真正的

“工匠精神”？
秦玉峰：当“工匠精神”进

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一个
“热词”后，对于“工匠精神”的
追捧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会有
部分企业家认为“复古式的精
益”就是“工匠精神”。

这是一个误区。我相信真
正的“工匠精神”意味着创新。

在一个缺乏创新的环境中，是
不存在“工匠精神”的。所以，
当我们谈论“工匠精神”的时
候，我们应该少谈点儿“工
匠”，多想点儿“精神”。

前年春节期间我带团队
去欧洲考察。我们考察的公
司，既有意大利的奢侈品公
司，也有奔驰、兰博基尼这样
的汽车公司，每家公司的风格
都不同，却都体现出了“工匠
精神”。为什么呢？

意大利的奢侈品公司通
常保持着限量、手工的传统，
讲究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这
是他们对“工匠精神”的坚持。
但我们仔细询问后发现，在纯
手工的背后，又有对最新技术
的应用，通过技术创新，给用户
带来更好的体验。他们认为，

“创新”才是“工匠精神”的精髓，
没有创新，只能称为“工匠”，有
了创新，才是“工匠精神”。

这些反馈给了我极大触
动，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有极大的局限，有时候根本没
有触及“工匠精神”的精髓，而
是走进了“工匠”的误区，忘记

了“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知名

企业，其创始人都是真正的
“工匠”。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大
企业家，肯定不是因为持续手
工打磨某个产品，而是通过技
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了产品
质量、用户体验、生产效率、品
牌知名度等等，从而为企业提
供了发展动力。

“创新”是一种行动

您对新时期“创新”是怎
么理解的？

秦玉峰：在我们身处的移
动互联网时代，“创新”是一种
常态。人人都接受了创新的理
念。人人都意识到创新的重
要。但实际上,“创新”在很多人
和很多企业那里只是一个口
号，而不是一种行动。它不再
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

“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
神”最主要的指标之一，也是

“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呈现
方式。在当下的中国乃至整个

世界，“创新”是一种是“新常
态”。它使中国经济呈现出了
活力，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风
险。但这种风险比起机遇来，
正如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家精
神”那样，“是风险最低的而不
是最高的行为”。

东阿阿胶看起来与互联
网时代格格不入，但技术创新
和管理创新一直贯穿在公司
的血脉里。移动互联网背景
下，我们也一直在进行消费场
景的重塑。我相信这种场景重
塑，能够为我们的商业模式创
新提供切入点。我们努力将东
阿阿胶打造成“国家名片”，代
表国家，拿得出手，争得回光，
赚得来钱，赢得来尊重。这也
是我们将“文化体验营销”作
为未来工作重点的主要原因。

我相信，创新与企业所处
的领域无关，与企业家的年龄
无关，与企业的定位无关。创
新是一种意识，是企业家精
神。我想说的是，当旧秩序终
结，新秩序需要建立的时候，

“创新”不是一个词汇，而应该
是一种行动。

少谈点儿“工匠”，多想点儿“精神”

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实
现突破，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一
项核心技术都包含了“产业链、
价值链、生态系统”，任何环节
上的断裂都难言成功。也正因
如此，作为大国重器，核心技术
的突破既是国家事也是企业
事，既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也面
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近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习近平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
平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
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
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
核心技术突破。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很多媒体在报道时，包括不少
网络媒体在转载时，都把这句
话放到了显要位置。在两年前
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同
样的话。由此可见，在核心技术
问题上，中央层面的态度一以
贯之，关键就在于要在更广的
范围内统一认识，在“遵循技术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信息
领域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遵循技术发展规律，首先
要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如果
不知道身在何处，不可能准确
地找到通往目标的道路。今年
的全国网信工作会议涉及很多
议题，“核心技术”之所以成为
备受关注的焦点，与不久前发
生的“中兴事件”有很大关系。
也正是通过此次事件，很多人
才真正认识到“互联网核心技
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才真
正地明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具体到我
国的芯片产业，按照工信部电
子信息司司长刁石京的说法，
也仅仅是“越来越接近世界第
一梯队”。

认清现实仅仅是找到了起
点，在此基础上更要认识到突
破与超越的不易。现在有一种
观点，认为我国在核心技术上
的短板是由于国家投入不够，

甚至认为只要下大力气投入，
很快就会实现“超越”。这种观
点恰恰忽视了技术发展规律。
就拿芯片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
高通公司来说，其核心优势正
是长期“积攒”的海量专利，而
且还经历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洗
礼。要想实现超越，哪怕投入的
人财物再多、力度再大，也不可
能一蹴而就。这也正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制度环
境、市场环境的意义所在。

上述“环境”的塑造与完
善，也正体现了对技术发展规
律的遵循，投入与产出、研究与
应用，是密不可分的。回顾网络
技术的发展，无论是核心技术
的突破还是一般技术的改进，
动力往往来源于需求。正所谓

“科研和经济不能搞成‘两张
皮’”，核心技术研发的最终结
果还是要落到市场上。就拿评

判手机芯片的水平高低来说，
恰恰就看手机厂商们愿意在旗
舰机装载谁家的芯片。产品能
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甚至可
以作为技术是否真正成熟的试
金石，而不是单纯地把技术报
告、科研论文、实验室样品作为
评判标准。

由此不难发现，推动信息
领域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是一
项系统工程，每一项核心技术
都包含了“产业链、价值链、生
态系统”，任何环节上的断裂
都难言成功。也正因如此，作
为大国重器，核心技术的突破
既是国家事也是企业事，既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也面向国民
经济主战场。就像很多人都在
期待的能够市场化、产业化的

“中国芯”，不仅改变受制于人
的局面，还有可能带来更亲民
的价格。

央视近来连续发力，一连
曝光了三起违规排污事件。除
了洪洞县，还有江苏灌云县、河
南内黄县，事件的要素都差不
多：大工业园区，地理位置偏
僻，企业违规排污很早就不是
秘密了，有些企业没少吃处罚，
但基本是“坚决认错，死不悔
改”，当地环保部门也表示很无
奈，好像谁也拿他们没辙。

如果放在国家大力调结构
去产能、环保督查也日渐严厉
的大环境下看，故事纵然俗套，
还是会让人感到吃惊。就在这
个月，央视报道出炉之前没多
长时间，黄河新闻网挂出一条
消息，说的就是洪洞县政府做
专项检查，看中央环保督查反
馈的问题是否整改到位。对于
类似洪洞县这样的资源县来
说，按说转型迫在眉睫，可在上
市大企业面前还是那么无力，
这就发人深思了。

俗套故事一再上演，地方
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惯性可见一
斑。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
来说，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路
径仍旧吸引力巨大。都说改革
进入攻坚阶段，这样深层次的
困境，需要深层次的注目。

关注发展路径，归根结底
其实还是关注人。记者镜头下
瀑布一般肆意坠落的废渣、酱
油似的海水很是触目惊心，不
过最触动我的，还是当地普通
的农民，他们与污染的关系最
亲密，也最一言难尽。

洪洞的村民不堪忍受，对
记者大倒苦水，说完又忍不住
担心遭到打击报复；内黄的一
些村民干脆保持缄默，因为企
业给了他们“污染费”；灌云的村
民说，化工企业的扩张逼得村民
退离了原来的家园，可眼看着新
的工业园区已经开建，还近在咫
尺，不免又一次陷入担忧。

面对糟糕的生存环境，村
民们反应不一，可全都透着无
奈。污染严重，村里人都知道，
可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这样的茫然也不是新鲜
事。不新鲜的伤疤，才更需要彻
底地疗愈。（摘自《北京青年
报》，作者张静雯）

不新鲜的伤疤

更需要彻底疗愈

葛媒体视点

评论员观察

葛“新动能·新思想”访谈

葛大家谈

既是企业家，又是“非遗”
传人，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裁秦玉峰，对“工
匠精神”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刻
见解。秦玉峰认为，真正的“工
匠精神”意味着创新。在一个缺
乏创新的环境中，是不存在“工
匠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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