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广田

我的家乡在黄淮海平原上，儿时，有一个
顺口溜，极其形象地描写了水患和盐碱“两大
害”造成的恶劣后果——— 冬春白茫茫，夏秋水
汪汪。遍地蛤蟆叫，产碱不产粮。

为了改变这种面貌，人们可谓是煞费苦
心，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引黄灌溉是当时的最
好办法，每年初冬，县里都会组织群众开展挖
河清淤活动：一个乡镇一大段，一个村一小
段，挖完一条河再挖另一条河，一干就是一两
个月。很多村子甚至把食堂搬到工地，为的就
是节省时间。我第一次到挖河工地，就被宏大
的场面给震惊了：河道里全是人和牲口，肩扛
车拉，热闹非凡。挖河的意义不言自明——— 旱
时可以灌溉，涝时可以排掉多余的雨水，保住
庄稼填饱肚子才是硬道理。年复一年，水患和
盐碱终于被慢慢制服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黄淮海农业综合
开发”的实施，很多耕地上都打了机井，人们
浇地很方便，不再引黄灌溉。原来那些纵横交
错的大小河道，渐渐只作为排水渠，作用减小
了一半。一些离主河道较远的支渠、毛渠，被
人们填平，种上了庄稼。到了新世纪初，义务
工取消了，冬季人山人海的“挖河会战”就此
结束。从这开始，挖河的任务全部落在了政府
的头上，由于政策规定不允许向农民摊派费
用，有钱就挖，没钱就不挖，隔上三五年挖一
次河也算是见怪不怪。

近些年，一些临近村庄的河道，被人们当
成“天然垃圾场”，各种生活垃圾、丢弃的旧衣
物等堆积如山，挡住水流不说，到了夏天就臭
气熏天。地段偏僻的河道，被看作取土场，谁
家盖房子需要加高宅基地，就去里面拉土。等
雨季河里有了水，不知情的孩子去里面游玩，
那些深坑就成了“吃人”的“魔口”。

也许是县里真的太穷，河上的很多桥梁
也很老旧，大多都是三十年以前建造的。尽管
桥洞不少，但每个桥洞都通透的，却没有几
座。有一年，一条主要河流遇到大雨河水暴
涨，水竟然从桥面上过去，幸好人们及时应
对，四处围堵，没有发生溃堤事件。有了这样
的教训，这些年，政府投资对那些老旧桥梁逐
步拆除，新建了一大批新桥。在有些堤防较低
的河岸，断断续续还修了一些水泥防渗墙。但
乱丢垃圾阻塞河道、随意取土的坏毛病，很多
人还是没有改变。

也许是好些年没有下过大雨了，在很多
人眼里，经常干涸的河道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可是，他们对原来的深刻教训，在不到 40 年
的时间里竟然忘得一干二净。看到今年南方
和北方的大雨，造成如此惨烈的后果，真让人
担忧。我想，家乡今年没被水淹是幸运，但能
保证年年都幸运吗？

渐渐荒弃的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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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谁保密”

去年 8 月 ，中国
之声报道了河南周口郸
淮公路投资 8 亿 、开
工六年仍烂尾，上亿银
行贷款疑被私人套取的
新闻。事件过去已经近
一年，原来参与建设的
农民工仍在四处讨薪，
经侦部门的调查结果至
今未对外公布。近日，
记者再次询问调查进
展，当地有关方面称此
事要保密 ，不接受采
访。 漫画：王铎

涉及公众利益的
公共事件调查 ，就该
说清楚 ，哪有什么秘
密。只有实事求是调
查 ，不打折扣公开调
查结果 ，才能避免造
成更大损失 ，不让当
地 政 府 公 信 也 随 之
“烂尾”。

本栏编辑：张海英

北京女游客在野生动物园
擅自下车被老虎叼走，视频画
面令人震惊。去年，一名美国
游客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某私人
公园违规开车窗 ，被狮子咬
死。而美国著名的黄石公园，
平均每年也有一起游人被熊攻
击的事件。

不禁想起德国哲学家康德
墓碑上刻录着一段有名的铭
文，“有二事焉，常在此心，
敬而畏之 ；与日俱新：上则为
星辰，内则为德法。”这主要
讲的是对自然的 “敬畏与自
持” 。的确，国家公园在给人
满满惊叹的同时，也充满了潜
在的危险。“敬畏与自持”恐
怕是每个人都需要牢记于心
的。

有着近一个半世纪历史的
美国国家公园，从 1872 年创建
黄石公园起，就逐步形成了一
套成熟的管理办法，时时警示
人们敬畏自然，从心所欲而不
逾矩。黄石公园物种丰富，在
这里 ，你可以看到成群的野
牛 、羚羊 、麋鹿，还有时不时
穿行的棕熊、灰熊、土狼。一
般来说，园内的动物与人和谐
相处，不过，千万也不能把它它
们就当成了猫咪。面对这些野
生动物，公园都有严格的成文
规定和清晰的警示。

警示从游客未入园就开
始。公园官网上专门张贴了美
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布的照
片。照片中，一群游客正饶有
兴致地给麋鹿照相，不过这却
是典型的反面例子，照片下赫
然写着“禁止接近动物，即使它们看起来再温顺，也是危险
的”。一入园，不管你是跟团还是自驾，每人都会接到一份
公园手册，里面列举了园内种种被禁止的行为。比如，禁止
故意接近野生动物，不管远近都不得打扰动物；不许用光晃
动物，包括闪光灯；必须在规定的地方宿营，不得越界，食
物不得裸露；徒步要严格遵循规定路线，不要私自远离；不
得学动物叫；不得使用电子设备追踪野生动物等等。

对于和野生动物的“亲近”距离，也有着详细建议，对
于熊和狼等猛兽，要隔 100 码(约 91 米)以上；对其他食草
动物诸如野牛、麋鹿等等，也至少要远隔 25 码(约 23 米)。
原则有一，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亲密接触还是留在美好的
想象中吧。

当然，重要的事情会在园内说三遍。黄石公园的游客中
心，随时更新公园内熊类的新近活动范围。国家公园中有不
少开辟出来供游人徒步的路线，在起始点指示牌上，会清楚
地标出路线上常出没的动物。尤其是对于危险的熊，警告牌
会特地用惊叹号强调，并建议游人远离。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制定这些规则不仅是为了更好
地保护游人，也是为了保护公园本身。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
体制中，有一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国家公园的公
共教育。“请抬头，这是一只成年棕熊的爪印，大概是三天
前留下的。”还记得在黄石国家公园参加过这样一堂野外活
动课。每天，在黄石，都定时会有这样的免费项目。在大约
两个小时的活动中，公园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会带领一队
游客徒步，一边走一边认识地质构成，了解动植物习性，还
学习怎样“对付”园内危险的常驻居民——— 熊：人群聚集在
一起，敲击木棒、大叫，尽可能发出噪音，甚至还学习了怎
样使用辣椒水防熊喷雾……如果没有时间参加这样的项目，
在游客中心耐心看看滚动播出的安全教育短片，也能学到怎
么防熊。

其实，大多数美国国家公园都有这种体验和渗透式的免
费项目，甚至还有网络课程，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也越来
越成为美国国家公园的标志和特色，让游客在愉快享受经历
的同时接受一定教育，提升游客对公园环境资源的保护意
识，还能引导游客规范个人行为。随着国家公园的发展和完
善，教育已经成为公园管理政策的有效补充，成为美国国家
公园管理局“保护公园资源”和“提供公众享受与游客体
验”的重要举措。

美国国家公园被认为是“美国最大的没有围墙的大
学” 。在这里，常怀对自然的求知和敬畏，不仅是保护自
己，也是保护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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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应彻底公开，就要指名道姓
新华社记者叶前

“闪烁其词”的审计报告无异于给笼子开后门。审计报告必须敢于点

名，公开越彻底，监督越有力

“有 1 个市提前征收 2 家企业下一年度资
源税和企业所得税合计 1254 . 73 万元”“有 11
个部门单位 527 次接待活动没有公函、邀请
函，涉及金额 130 .4 万元”“有 1 个市多个项目
由于供需不匹配等原因，4138 套公共租赁住房
空置超过一年”……

这份对问题单位“不点名”的审计工作报告
26 日被提交给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以

“某”代替有问题的地方和部门，让代表们怎么
审议？又如何监督？

多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屡屡掀起审计风
暴，着实让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员“面子挂不
住，里子很难受”。每逢审计报告出炉，公众都
翘首以盼，希望“公开的点名”能给一些地方和
部门施加“压力”，从而在未来工作中加以改进。

按说，更清晰、更公开原本应该成为审计

报告的常态。然而奇怪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
的审计报告虽然也指出发现的问题，可是公众
却看不到究竟是谁有问题。

这样一来，有问题的部门得以缩在“部分、
一些、几个、少数”的壳里，躲过每年一度的审
计“煎熬”。审计部门面临的来自兄弟部门的压
力自然也减轻不少。但是，公众和媒体却只能
对着这份“满是代词”的审计报告干着急。

审计，作为政府自身进行自我约束的一
种手段，原本就需要通过向全社会公开来形
成监督合力。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希望被审计
报告点名，甚至在背后“使小手段让自己不
被点名”，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不敢公开、不
愿意公开、不愿意整改的面目。如果审计报
告不敢直接指名道姓，只搞“内部小范围通
报”，那就可能会助长和纵容一些地方和部
门的歪风邪气。今天遮的是小错小误，明天
可能就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大问题。

中央三令五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这份“闪烁其词”的审计报告无异于给笼
子开后门。审计报告必须敢于点名，公开越
彻底，监督越有力。新华社广州 7 月 26 日电

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宋晓东

近日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的消息备受关注。命
丧虎口谁之过的争论还在继续，但一死一伤的悲剧足以让我们
警醒，吃人的老虎用最简单的丛林法则给我们上了一课：要敬
畏常识，遵守规则。

老虎吃人，即为常识。在老虎出没的园区与之保持物理隔
离，即为规则。当跨越规则红线的那一步迈出之时，悲剧已在
所难免。

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步入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从
来离不开规则的匡正。无处不在的规则确保我们永续繁衍、社
会不断繁荣。规则规范的社会整体秩序，对个体而言往往体现
为约束。因此，有人就乐于在“小小不言”处打破规则——— 闯
个红灯、插个队——— 获得一些便利，赢得些许小利。

当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无伤大雅”的违规不以为意，甚
至习以为常时，个别人的违规就演变为集体行为的失范。甚至
有的时候，我们在共同打破规则的同时，还“巧妙”地相互磨
合出一些陋习，比如“人不看车、车不看人、大家都不看灯”

的“中国式交规”。

殊不知，违规的成本是巨大的。还以交通为例，中国交通事
故死亡人数占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 80% 以上，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交通违法行为大量存在。

“不懂事”的老虎以它的生物本能，打破了我们常超越规
则的任性。血盆大口警示我们，规则是带电的高压线，容不得
半分侥幸和小聪明。无规矩不成方圆，遵守规则对个人来说关
乎修养，对家庭来说关乎家风，对社会而言关乎秩序。

血的教训不能只让我们想起猛虎伤人的常识，更应在内心
深处刻下对规则的敬畏。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无不系于每个人对常识与规则的慎思笃行。

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虎口下的反思：

敬畏常识遵守规则

优质师资“下得来”，农村教育才“上得去”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村小好不好，关键看师资”，让老师们觉得投身农村教育有前途、有实

惠，让优秀教师愿意到农村学校任教，是补齐农村教育短板的关键一着

近年来，伴随着打工经济和城镇化进程，加
上部分地区在撤点并校过程中产生一些偏差，农
村生源和师资出现了畸形流动——— 农村学校空心
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少农村学校“除了学
生，什么都不缺”，但城市学校却不堪重负，大
班额现象十分普遍；与此同时，城市学校对农村
学校的虹吸效应越来越明显，不少有能力的农村
教师都流向了城市。生源和师资单向流动形成恶
性循环，使得农村教育质量持续下滑。

一个稍稍令人欣慰的信号是，如今一些农
村地区的学校开始出现生源回流的现象。比如
吉林省农安县通过打造“温馨村小”，就让原
本已冷清的村小重新焕发活力，村小的学生成
绩甚至超过中心校，很多学生开始从中心校回
流至村小。以“农村学生回流”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可知，在海南、江苏、湖南、山西、福
建、广东等地，都出现了学生“回流潮”，有

些农村地区近两年回流学生人数超千人。

从公开的媒体报道可知，那些出现学生回
流现象的地区，大都有一些共性：比如，加大
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让村小的教学
设施不输城市小学；再比如，改变过去相对封
闭的教学方式，增加课堂的科技含量。不过，
促成生源回流的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是，很多农
村地区通过政策倾斜吸引了更多优秀教师到村
小授课。这启示我们：要让农村教育质量“上
得去”，就得让优质师资“下得来”。

过去，为何很多农村学生家长宁愿多花钱也
要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甚至不惜专门到城里
“陪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学校有好的教
育资源尤其是更好的师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跟着名师“跳出农门”。随着进城求学的农村
孩子越来越多，村小日渐凋敝，稍稍有点能力的
老师也会到城市学校寻求发展机会。

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在留守与进城之
间进行选择时，都会权衡利弊。试想，如果
农村学生在村小就能享受到名师的教诲，甚
至比城市“大额班”学生享受到更多的课堂
互动，家长们还有必要让自己的孩子当一个
“学漂”吗？同理，如果老师们在村小就能
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享受到与城市教师相
同的福利待遇(考虑到乡村生活相对艰苦，
还应该更优厚一些)，不仅那些在农村学校
成长起来的优秀教师不会离开，或许还能引
来一些城市教师。

“村小好不好，关键看师资”，让老师
们觉得投身农村教育有前途、有实惠，让更多
优秀教师愿意来到农村学校任教、扎根，是补
齐农村教育短板的关键一着。以新华社报道中
提及的吉林省农安县为例，当地教育部门为促
进城乡教育均衡，不仅给村小派去优秀教师，

还给他们提供单身宿舍、车接车送、免费午餐等
福利，“村小的班主任费也高出中心校 4倍”，
这种政策倾斜的成效，得到了实践检验。

事实上，优质师资“下乡”、农村学生回
流的积极趋势，与教育部门的政策导向是一致
的。今年 7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
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明确提出，要改革乡村教师待遇保障机
制，实行乡村教师收入分配倾斜政策，建立乡
村教师荣誉制度，确保乡村学校教师职称即评
即聘，使广大乡村教师有更多的获得感。

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必须
优先发展的基本公共事业，是脱贫攻坚的基础
性事业。按照中央规划，到 2020年，要实现义
务教育与城镇化发展基本协调、城乡学校布局更
加合理、城乡师资配置基本均衡、乡村教师待遇
稳步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明显提升、教育脱贫任
务全面完成等目标。目前，一些地方加大农村教
育投入、促进城乡教育均衡的实践初现成效，农
村学生回流趋势初现端倪，希望各级教育部门能
严格落实政策，让更多优质师资进入农村课堂，
让更多村小“胖起来”“壮起来”，让更多农村
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晏扬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名单，共 2686 门课程。这
些课程将陆续在“爱课程”网免费开放，
有专人上网管理，并提供丰富、安全、稳
定的课程学习服务。

你没有机会读北大、清华？但你可以
在网上聆听这些名校教师的讲课；你对建
筑学感兴趣？那你可以选择做同济大学的
一名网上“旁听生” ；闲暇时你想欣赏几
首古诗词？东南大学的“唐宋诗词鉴赏”

课或许能满足你的需求……这就是“国家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课程内容应有尽
有 ，几乎涵盖了所有名牌高校的精品课
程 ，你 只需一键点击便 可 以 免 费 “共
享”。

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其中自然包括教育方式的改变。“互联网+教
育”蓬勃发展，网上授课方兴未艾。还记得前
不久“在线辅导教师收入超网红”所引发的
争议吗？争来争去，最后大家普遍认为，孩子

花很少的钱便能听到高质量的授课，优秀
教师凭借真本事在网上赚钱，其实没什么
不可以，反倒不失为一件好事。现在，教育
部推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将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让人们
不花钱便可聆听名校名师的授课，无疑更
是一件大好事，正是拜互联网所赐，人们
才得以共享如此丰厚的“教育福利”。

有了“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
在校大学生足不出校便可选修其他高校
的优秀课程；有了“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已走上工作岗位的人们随时随地便
可在网上“回炉深造”；有了“国家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那些没考上大学的人们
也能享受高等教育的滋养……从本质上
说，“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就是顺应
时代需求，乘“互联网+”的东风，把现
代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结合起来，提供一
种全新的知识传播模式和学习方式，使得
人们的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使得人们共
享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可能，使得更多人接
受优质高等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成为可

能。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学
习型社会的重要意义无须赘述，而要形
成“人人皆学”的局面，重要的是创造
条件让人们“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毫无疑问，“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的推出，正是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它让名校、名师离每个人都那样近，近
得轻点鼠标便能触及；它让每个人“处
处能学、时时可学” ，公平分享高等教
育资源；它让学习变成一种低成本的活
动，每个人都可以靠知识来改变命运。

可以预见，“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必将为学习型社会建设助上一臂之力。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同样是

一项惠民工程，是送给全体民众的一个
教育“大红包” ，功德无量。希望这一
工程始终坚持公益性、普惠性，更希望
相关高校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更新
课程内容，提高课程质量，为公众提供
真正的学习精品，让“国家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名副其实。

期待“国家级共享课”成全民教育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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