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长军

奥运会开幕后，我在微信群里做了一个小
调查，问家长们，孩子喜欢看哪项比赛。大多数
家长都说孩子根本就不看体育节目，只有四五
个家长提到孩子看了奥运会，但兴致不是很高。

这样的结果，其实我不应该感到意外。多
年来，我一直在乡村小学教语文课，每次让学生
写“我最喜欢的体育活动”等作文，结果都“惨
不忍睹”——— 不少学生无从下笔，从头到尾都
没说清自己“最喜欢”的体育项目的具体名
称；写喜欢“赛跑”的最多，因为他们的体育课
除了“赛跑”就没别的活动了；有个别学生虽
然写了具体的体育项目，但不懂得相关项目
的规则，天马行空，简直要写成“少林足球”。

别说奥运会，就连体育都已经离这些乡
村孩子很遥远。我在一些乡村学校跟老师们
聊天时，了解到的情况同样令人失望。各班
的课程表上，每周顶多只有一两节体育课，
而且临到考试前，体育课全都会变成练习
课、作业课、模拟考试。平时可怜的几节体育
课，如果没有被哪个老师随便“借用”，也常
常因为没有专业的体育老师而“放羊”。

有的学校虽然有个小操场，却没有什么体
育设施，也没有活动器材，仅仅是有一块平地
而已。有的学校倒是有篮球架，但估计它从来
没被篮球砸过。近些年，一些地方用财政拨款给
乡村小学购置了一些体育器材，但很多器材一
进学校就直接被塞到器材室，再也不见天日。

在很多乡村，孩子们都对体育、奥运会、足
球等感到陌生。即使有老师能给孩子们上几节
体育课，要么缺乏专业知识，要么对体育的认
识模糊，基本不会讲多少体育常识和规则。学
校没组织过运动会，但很多乡镇也从来没组织
过运动会、校际体育竞赛等活动。其实，我们县
城里运动会也是稀罕物，体育馆建成七八年
了，好像只在那里举办过一次体育比赛。

在乡村，因体育活动严重缺乏，也就无从培
养体育精神、奥运精神。那些金牌、体育明星，

对乡村孩子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无论
拿多少金牌，无论比赛如何精彩，都无法引起
乡村孩子的共鸣。有时我忍不住感慨，广大乡村
地区包括在媒体所说的“体育大国”之内吗？

前些天看到一则报道，说乡村小胖墩越
来越多，这固然与饮食结构有很大关系，但也
与农村学生体育活动太少有关。如果乡村学
校以及广大乡村地区的体育活动能比较好地
开展，小胖墩问题也许不会如此严重，孩子们
的健康状况也会好很多。

我也跟一些城镇老师有过讨论，很多小
城镇的中小学生对奥运会对体育好像也没有
足够的热情，参与体育活动的中小学生寥寥
无几，这显然与“体育大国”太不相称。

农村娃不看奥运会

王聃

孙海岩正在成为一个被热传的名字。

从 2009 年 1 月报考兰州某区国税局公务
员开始，8 年间，孙海岩参加了 62 次公务
员考试。今年，孙海岩通过浙北某市基层
法检岗位面试后，把自己的公考经历分享
到了一个公务员考试论坛，帖子迅速成为
热帖。面对记者的采访，孙海岩称这些年
参加公务员考试共花费了八九万元，其中
有自己的工资，也有家里人的支持。他同
时又称，“不建议大家搞这么长时间的持
久战，但我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8 月 17 日《南方都市报》)

孙海岩的经历招致沸沸扬扬的议论，
其实完全在情理之中。每个观察者从这则
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自己想要的那部分内
容。对公务员报考潮有独特看法的网友，
会认为孙海岩的故事是社会“生病”的一
种表现；那些习惯从家庭和亲情角度出发
的网友，则会认为孙海岩对家庭的态度存
在问题。倘若以更长的目光来丈量，一些
网友也认为，这样以“当公务员为信仰”的
报考者，即便他已经考上公务员，恐怕也
不是社会和公众之福。

很难说这些观点都没有道理，但
我仍然觉得，其中都有放大和过度诠
释的成分。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
孙海岩的故事只是个案。虽然在现实
的生活中，并不乏多年坚持报考公务
员的人，但像孙海岩这样以考上公务
员为唯一目标，并且长期投身于其中
的人 ，总体比例还是太低 。甚至不妨
说，这是一种极小概率事件。既然只是
偶然的个案，由此得出一种整体性的
结论，就很难经得起推敲。

如果将孙海岩的故事放在时代的
大背景下来分析，我们能有新的理解。

从 2009 年到 2016 年，报考公务员出
现了一个逐渐降温的过程。尤其最近
两年来，由于种种来自顶层的政策改
革以及约束力度的加强，公务员群体
的灰色收入空间正在被挤压，公务员
辞职也变得越来越不算新闻，其中甚
至不乏一定级别的官员。由此来对比，
认为孙海岩坚持报考体现了他甚至是
公众对公务员的病态性追求，就难免
有些言过其实；至于其他由此衍生出
来的结论，也难以自圆其说。

厘清了这些，再来看孙海岩“8 年

考公务员 62 次”的经历，可以从另外
的角度来理解。譬如新闻中提及，孙海
岩出生在豫南某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小
乡村，小时候，驻村乡干部张峰经常住
在他家。年轻的张峰为乡亲们讲政策、
断纠纷 、跑手续，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幼小的孙海岩似懂非懂，却把人品正、
口才好、乡亲赞的张峰当成了偶像。如
果依此来分析，“8 年考公务员 62 次”

是不是更像一种基于偶像情结的追
求？倘若真如是，它不仅不应被指责，
反而更像励志的佳话。

不要对“8 年考公务员 62 次”高
蹈地抒情 ，也不要从成见出发 ，来判
断一个鲜活个体的现实选择。如果承
认社会是多元的，那么就应当允许“8
年考公务员 62 次”的存在 ；如果我们
认为自己是宽容的 ，那么对于孙海
岩，就不应该把目光只停留在“8 年考
公务员 62 次”，而更应该听懂他所说
的“不建议大家搞这么长时间的持久
战 ，但我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人”。如何来看“8 年考公务员 62 次”？
最重要的仍是要回到具体的“人”，回
到个体的选择。

考 62 次公务员，该理解还是嘲笑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要抓“关键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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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 ，要从 2015 年的
6 . 2% 提升到超过 10% 。也就是说，届时
我国应有 10% 以上的公民在科学思维、
知识、能力方面检测合格。

10% 是什么概念？美国在 1988 年就
达到了这一水平。2008 年，美国公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已经达到 28% ，2005 年
瑞典公民中这一比例就达到了 35% 。

规划指出，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以青少年 、农民 、城镇劳
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为重点人群。

将领导干部列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
点人群，可谓切中要害，用意深远。“发展
好不好，关键看领导 ；生活富不富，关键
看干部。”全民科学素质需要提高，各级
领导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
数”，更需要尽快率先提高。

“干部没文化，危害格外大。”近些年
来，一些大而无当的“高铁鬼城”项目、耗
资数亿元的“上山建城”计划、造成城市看

海的“填湖造楼”规划等，基本都是“领导
拍脑袋、专家看眼色”的决策偏差造成的。

甚至有江湖骗子，迎合一些地方官员“好
大喜功”的心理，用一些金玉其表的所谓
“高科技”项目大肆忽悠，骗取国家资金。

一些腐败分子落马后，往往被爆出“不信
科学信鬼神，不学文化学算卦”，热衷于看
风水、修祖坟、拜“大师”。有的干部不仅不
学科学、讲科学，反而常常盲目跟风，参与
“抢盐”“抢醋”“抢板蓝根”，闻风而动、跑
在前头。凡此种种，不仅严重损害了干部

队伍的形象，更为一些重要决策埋下违背
科学规律的隐患。

如何有效提高“关键少数”的科学素
质？从整体而言，要继续提升干部队伍的
综合素质，推进重大决策科学化，提高干
部的科学决策能力，把科技教育作为领
导干部和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完善
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充分体现对科
学素质的要求。

就领导干部个体而言，提升科学素
质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知道主义”，更重
要的是要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
方法。要多和科学家交朋友 ，工作中广
泛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如此才
能影响并带动“绝大多数”，进而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关于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
若干意见》，再次提出完善公路收费管理
的要求。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交通运
输部首次提出，将探索实行高速公路分时
段差异化收费政策。

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是个好主
意，它意在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引导车流量，
将一部分车流量从高峰时段引导到低峰时
段，以达到“削峰填谷”的目的。其好处是：一
可以充分利用道路资源，提高使用效率；二可
以缓解部分高速公路交通拥堵，提高通行效
率；三可以让部分车主少缴通行费，降低通行
成本。依我之见，不仅高速公路，普通收费公
路也可以探索实行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政策。

分时段差异化收费，定然是高峰时段
收费较高，低峰时段收费较低，这样才能起
到“削峰填谷”、引导车流的作用。至于怎样
“分时段”，目前尚不明确，可能分白天和夜
间，也可能分节假日和平时，或者两个杠杆
混合使用。而不管怎样“分时段”，人们对这
一政策的最大期望，无疑是它能带来总体
通行费用的降低，而不是相反。

这让人不禁想起阶梯水价、阶梯电价，同
样是利用价格杠杆引导消费，与高速公路分时
段差异化收费有共通之处。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不少地方出台的阶梯水价或电价政策，只
有涨价的“阶梯”而没有降价的“阶梯”——— 多用
水、电要比以前多缴费，少用水、电却并不比以
前便宜。如此，人们用水、用电成本总体上涨
了，实行阶梯水价或电价成了变相涨价。

希望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政
策不要重蹈这一覆辙。理想的图景是：在
收费较高时段 ，收费标准与目前持平 ，或
许也可比目前略高 ；在收费较低时段 ，收
费标准比目前有较大幅度降低，降得越多越有利于“削峰填谷”。

即这一政策的整体效果应该是，高速公路的总体收费标准、车辆
的总体通行成本比以前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高速公路经营方
的收入比以前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

实际上，这样的理想图景应该成为各方努力的目标——— 从交
通运输部印发的文件名称即可看出，无论是完善公路收费管理，
还是探索实行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政策，主旨都是为了“促进物流
业降本增效”。而要“降本增效”，降低收费标准无疑是不二途径，
如果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成了变相涨价，则必将导致物流业的成本
上升、效益降低，结果与初衷南辕北辙。

如果一车货物从南方运到北京比运到美国还贵，这是不正常的；

货车司机不超载就不赚钱甚至亏本，这更是不正常的。种种数据和事
实都表明，高速公路收费偏高导致物流成本畸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普遍经
营困难的情况下，更需要以降费措施疏通高速公路“大动脉”，减轻企
业和车主的负担，让货物更加自由地流通，让人们更加自由地出行。

就此而言，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政策，应该成为高速公路降低收费
的一个契机和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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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领导干部个体而言，提升科学素质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知道主

义”，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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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北京调查总队开展的“2016
年北京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及就
业意愿调查”显示，近六成毕业
生选择直接就业，七成多毕业
生选择在北京就业，行政机关
和事业单位是毕业生的首选。

漫画：李宏宇

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青睐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有
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大
城市落户政策在不断收窄，落户
名额被严格压缩，体制内单位的
户口越来越“值钱”；另一方面，民
间投资下滑，民营企业发展面临
多种困难，工作的不确定性明显
增大了。 本栏编辑：易艳刚

别片面解读“保护白领”

朱昌俊

近日，北京市总工会正式发布《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职工发展规
划》。这是全国首个省级职工发展规划，同时首次明确将以实现职工
“体面劳动”作为规划的核心要义。此外，此次规划还提到将重点保护
劳模、技能人才、农民工、女职工、白领职工等 5 类群体。其中，“白领
职工”作为重点保护对象是首次提出。(8 月 17 日《新京报》)

推行职工发展规划，实现职工的“体面劳动”，这些提升劳动
权益保障的举措无疑让人喜闻乐见。但北京的这次规划中，专门
将白领职工列入重点保护对象，似乎让人感到诧异和疑虑。在很
多人看来，白领多是“坐办公室吹空调的人”，当然比普遍的劳动
者群体拥有更高质量的劳动权益，将他们列入重点保护对象，似
乎是“多此一举”，甚至构成不公。

但其实并非如此。首先，重点保护对象中，其实并非只有白
领，其不过是第一次被列入之中。其他还包括劳模、技能人才、农
民工、女职工等早就被重点保护的对象。所以，不存在“厚此薄彼”

或不公的嫌疑；其次，强化对白领的劳动权益保障，与重视其他劳
动者的权益保障，并非对立关系。而在一套不合理、不完善的劳动
权益保障体系下，很难说有单个群体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各个群
体之间其实都是互为依存的关系。

更值得重视的是，将白领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引发习惯性质
疑，其背后更是白领劳动权益状况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误解的现
实。通常，讲到劳动者权益保障，我们习惯性想到的是如农民工遭
遇的欠薪、工伤、歧视等，且事实上在公共领域，也确实很少见到
白领阶层的集体维权场景。但这并不意味着白领的劳动权益维护
就真的到了不需要关注的地步。

北京市总工会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对于白领职工的保护将
重点体现在对他们职业健康的保护上，如预防“过劳”与“亚健康”等
职业危害。比如，做好办公场所等装修污染物、电子辐射等有害物
质的监测防控；促进白领多参与体育运动、健康检查，并建立覆盖
全市白领的网络定制化心理咨询等。事实上，囿于白领工作的职业
属性，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现实与常见的问题，只不过以往多被忽
视了，甚至包括白领自身也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正当权益。

这些年关于白领阶层的劳动权益状况，比较突出的或是“过
劳死”现象的频发。早在 2012 年，就有调查显示，中国已超越日本
成为“过劳死”大国，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
数达 60 万。另有相关调查表明，三分之一白领每周加班超过 5 小
时。白领群体对工作环境满意的仅占两成，而 80 后、90 后普遍对
工作满意程度更低。且加班雇员中只有不到一半领取了加班工
资。被调查的上班族表示，两年内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劳动
报酬不合理、拖欠工资、作业环境恶劣、超时加班、工伤等问题。可
见，白领阶层的劳动权益保护状况，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理想，

反倒因为很少被披露和正视，呈现更强的沉默效应。

正如专家所言，欠薪早已不再是农民工“专利”，不少白领甚至中
高层管理人员，也成为欠薪减薪的“受害者”，只是白领们面临的欠薪
多为“隐性欠薪”，企业有更加隐蔽的手段和更加委婉的“说词”。还要
看到，白领阶层在就业成本和时间的投入以及面临的社会压力等，都
决定了他们承受了更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甚至有声音提醒要警惕
白领阶层的底层化趋势。而白领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权益保护状况
若得不到改善，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可能是深远而复杂的。

若白领阶层都难以实现“体面劳动”，整个社会的“体面劳动”也注定
只能是水中之月。因此，不妨把重视对白领的保护，视为是劳动者权益
观念和保护体系的一种双重纠偏与升格，同时也应有更多的地方跟进。

这一政策的整体效果应该
是，高速公路的总体收费标准 、
车辆的总体通行成本比以前降
低了，而不是提高了 ；高速公路
经营方的收入比以前减少了 ，
而不是增加了

新华社记者周凯

这是一场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比赛！
面对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卫冕冠军巴西队，
年轻的中国女排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成功
翻盘，硬是在近万名巴西观众的呐喊声中上
演“神逆转”晋级半决赛。尽管这还只是淘汰
赛，但是女排姑娘们的坚韧、顽强、无畏似乎
让时光倒流，让国人再次见证了中国女排的
精神力量！

“中国女排”四个字，在国人的心中蕴含
着特殊的意义。35 年前，当国家百废待兴追
赶世界潮流、当中国人敞开国门难掩自卑的
时候，中国女排自 1981 年到 1986 年开创的
5 连冠伟业，就像久旱甘霖，激励了一代中
国人自强不息！在那个峥嵘岁月，中国女排
就是民族精神的旗帜！

35 年后，中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很多方式展

现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但任凭岁月流逝，
“中国女排精神”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无数中
国人心里，她依然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和民族
自豪感的体现。尤其是在中国三大球普遍低
迷的当下，女排更是中国唯一能在普及者
众、市场化高的团体竞技项目中与欧美体育
强国扳手腕的。

32 年前，老女排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
的金牌 ；12 年前，“黄金二代”以惊天逆转
收获雅典奥运会的金牌。在里约，中国女排
新生代们，能否继承前辈衣钵、再创辉煌值
得期待，不为别的，只为我们从她们坚毅的
眼神中看到了“女排精神”！

35 年的中国女排风雨之路，其间尽管充
满起伏曲折，不忘的是“女排精神”。不论时代
如何变迁，象征着顽强、拼搏、不服输、集体主
义的“女排精神”永不褪色，将永远激励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
路上奋勇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女排精神不褪色

新华社记者杨明

中国女排 16 日晚艰苦啃下巴西
女排的这场硬仗看得令人激动万分，
荡气回肠。没有激扬的斗志，必胜的信
念，根本不可能翻越两届奥运冠军这
座“大山”！

这场胜利是女排姑娘们一分一分
咬下来的，是坚忍顽强一局一局拼下
来的，是不屈不挠在逆境中赢下来的！
这才是奥运战场上的主旋律 ；这才是
中国奥运健儿应展现的风采 ；这才是
振奋精神的满满正能量！

看奥运最想看什么？就想看这个！
看这种能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硬仗！

中国女排在这场比赛中再一次证
明：在奥运赛场上，拼搏精神永远不过
时，拼搏精神永远都是中国竞技体育之
魂。不论是谁，奥运赛场上只要丢掉了拼

搏精神，为国争光的信念，斗志就会涣
散，精神就会萎顿，潜力就无从激发。

激励过中国体育几代人的“人生能
有几回搏”“祖国在我心中”等豪言壮语
也没有过时。人活着，凭的就是一口气，
有信念，才会有斗志，才会泰山崩于前
色不变，才会化腐朽为神奇，创造赛场
奇迹。

和中国女排相比，有些中国奥运
选手在这届奥运赛场上，精神不振，斗
志欠缺。

奥运赛场对运动员而言就是战
场。是战士，就不能没有昂扬斗志，不
拼怎么能赢？

希望中国女排继续发扬拼搏精神，
更上一层楼，也希望其他中国奥运选
手，学习女排姑娘，焕发斗志，激扬精
神，在里约赛场敢打敢拼，创造佳绩！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8 月 17 日电

拼搏精神不能丢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象征着顽强、拼搏、不服输、集

体主义的“女排精神”永不褪色

有信念，才会有斗志，才会泰山崩于前色不

变，才会化腐朽为神奇，创造赛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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