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个朋友过生日，我们在一家蛋糕
店买了蛋糕。拆蛋糕时发现，蛋糕被纸盒里三
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的，蛋糕下面，还有一
层厚实的纸托盘和两个冰袋，就连盛蛋糕的
盘子和叉子，都是质量极好的塑料制成的。

吃完蛋糕，收拾这些垃圾的时候，我们遇
到了难题：这些盘子、叉子质量那么好，假如
就这样扔掉，既浪费又不环保，但留着的话，
不仅占空间，也没有什么其他用处。纠结再
三，我们决定把还没有用过的盘子留下来。之
后，这些东西便被放置在角落里，无人问津。

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在外卖平台上订
餐，各个餐厅提供的餐盒，形状、颜色不一，质
量都很好，可以反复利用多次。外卖盒中的筷
子、勺子也都用几层厚厚的纸包装起来，连装
这些餐盒、饭菜的塑料袋，也比普通的塑料袋
结实。

商家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当然是好，
但这些服务真的是顾客需要的吗？第一次看
到这些质量上乘的包装盒，顾客可能眼前一
亮。但倘若每一次，看到这些餐盒、盘子，都
得陷入扔掉浪费、收着又没用的困扰之中，
我们对优质服务的体验恐怕就只能大打折
扣了。

更何况，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语境之
下，过多过滥使用塑料制品，不仅违背了绿色
发展和绿色生活的理念，一定程度上也加重
了环境污染。毕竟，商家在增加塑料袋、包装
盒的厚度时，顾客循环利用的频率并没有随
之增加。最后，这些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将越
来越多，污染也就越来越严重了。

守住绿水青山，建设生态文明，我们既需
要集中精力解决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

对于一个个外卖盒、塑料袋式的“小打小闹”，

也得防微杜渐，及时遏制，避免建设生态文明
的千里之堤，被一些“小蚂蚁”给击溃了。

过度包装

张晓雨

很多人都在大学时代参加过或长或短
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前往农村或社区
开展支教、支农、支医等活动。如果学生们
真能踏踏实实完成各种社会实践，当然是
一件好事。在帮助基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的过程中，学生们也能更好地了解真实的
基层情况，掌握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但从现实来看，一些大学生并没有真
正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他们带着走过场
的心态参与社会实践，暴露了形式主义之
风。在“变味”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以
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

一是弄虚作假。曾有媒体报道，一些大
学生因为贪玩、怕吃苦等原因，并未真的参
加社会实践，而是到社区找人帮忙盖章，然
后向学校交差。在某电商平台，代开社会实
践报告、实习证明，已成一种热门业务。

二是走马观花。一些大学生参与社会
实践时，没有将心思用在深入了解基层方
面，而是用在了拍照、发朋友圈、观光、谈恋
爱等方面。其结果是，社会实践活动结束
了，从“实践”中收获的干货却没多少。

三是功利化心态比较普遍。一些大学

生对社会实践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对实
践的内容不关心，报告、总结却写得十分漂
亮。他们希望通过报告、总结获得荣誉，增
加以后考研、求职时的胜算。

四是缺乏常识与技能。一些大学生根
本没有教书育人的能力，却一窝蜂地跑到
山区支教，除了混一段经历，于各方而言都
弊大于利。前段时间在网络热传的那篇《叔
叔阿姨，暑假请不要来我们这里支教了》，
谈得未必全面，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
大学生扎堆前往农村支教的弊端。

社会实践变形走样的表现，可能远不
止这些。之所以社会实践会“变味”，根本原
因还在于一些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的认识不
到位。他们要么对社会实践不关心、不“感
冒”，要么将社会实践当成了公费旅游，要
么参加社会实践纯粹是为了刷简历。

据我观察，一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动员号召、出征仪式搞得轰轰烈烈，既有学
校领导讲话，又有学生代表发言，热闹得
很。可是，社会实践开展得如何，效果怎么
样，学生们得到了什么，似乎无人关心。只
重视表象，不重视实质，可能也是社会实践

变味的重要诱因。在一些学校，大学生社会
实践似乎成了运动式的一阵风，而对社会
实践的目标管理、过程管理以及学生个体
监督，都处于一团糨糊的状态。

在提倡个性发展的当下，一些学校在
组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时，同质化严重，不
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个性的大学生的实
际需要。而在结果考评方面，学校又缺乏科
学的判定标准，过于倚重报告材料而忽略
学生的内心感受，也误导了部分学生。他们
不注重实践过程，而只注重成果展示、总结
汇报与包装。

社会实践是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增
长才干、回馈社会的重要方式，只有回到这
个“起点”，才不会变味、走偏。而如何不断
提高社会实践的含金量，让大学生真正能
深入其中，有所收获，不再为弄虚作假开证
明而犯愁，需要有关各方都深入思考。

如果搞不清楚社会实践的真正含义，
缺乏切实可行的行动策划、真实有效的过
程管理，那么，不管去了多少人、到了多少
地方，所谓的社会实践，都只会沦为一场场
闹哄哄的“秀”。

某些大学生社会实践为何沦为作秀
夏白桦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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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
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
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
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
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
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
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群众最
关心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把民生
疾苦放在心头，把改革发展责任扛在肩上。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户籍制度改革、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环保改革、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
出台，与民便利、为民让利，改革红利不断
转化为民生利好。

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改革给人民
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开创了经济发展与民
生改善良性互动的新境界：脱贫攻坚补齐民
生短板，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成效最明显的

国家；新增就业连续五年超 1000 万；企
业职工养老金连续 12 年增加，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制度实现城乡统筹；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扎实推进；教育、医疗惠民政策
力度不断加大。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
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破解民生难题的过
程。在群众需求全面升级的时代，民生的
痛点就是改革的着力点、发展的落脚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当前，各部门加速发力民生
改革，力求从根本上破解民生难题、满足
百姓多层次需求。重腕治霾、打好蓝天保
卫战；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健全就业
创业体制机制；促进教育公平……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是我们
党不竭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
指针。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上下真功、求实效，让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就能汇聚起
实干兴邦、共襄伟业的磅礴之力。

以改革统筹民生建设，以改革破解民
生难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
效，确保人民群众始终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必将贯穿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始
终。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日本内阁 8 日批准了 2017 年
版《防卫白皮书》。与鼓吹“中国威胁
论”如出一辙，白皮书也提高了朝鲜
的威胁级别，称“朝鲜可能已经实现
了核武器的小型化”，强调朝鲜的威
胁进入了“新阶段”。

作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参与国
之一，日本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却常
常“搅混水”“拖后腿”，因为半岛局
势的紧张，已被安倍政府视为推动
修宪和延续扩张性防卫政策的“利
器”。

近年来，安倍政府在国民中不断
煽动对朝鲜的恐慌情绪。2013 年 4
月，安倍政府以防范朝鲜导弹为由，大
张旗鼓地将“爱国者 3 型”导弹布置在
东京市谷的防卫省院内，并实现了在
防卫省内部署的常态化。在熙熙攘攘
的东京闹市区竖起爱国者导弹发射
架，无疑能很好地加深国民对“朝鲜威
胁”的印象。

今年 4 月，安倍在一次参议院
外交防卫委员会上又声称：“朝鲜可
能已经拥有将沙林装在弹头上发射
的能力。”对此，日本军事评论家古
是三春指出，在弹道导弹上搭载化
学武器技术上不切实际，安倍是用
不确定的情报来扩大恐慌。

德国《经济周刊》网站发表文章
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利用朝鲜危机
对和平宪法提出质疑。朝鲜半岛局
势激化有望帮助日本的民族主义者
通过提前举行大选为修宪赢得所需
的三分之二国会席位。”英国 BBC
电视台指出：“安倍知道国民中间有
越来越多的人担忧日本重新军事
化，在这个意义上，来自朝鲜的威胁
增大对他是有益的。”

而刚刚就任的日本防卫相小野
寺五典曾公开表示，日本将考虑掌
握打击海外导弹基地技术的能力。

说的是攻击的“能力”，不如说想拥
有这种权利，借此突破专守防卫原
则的限制。英国《金融时报》8 日发
表文章说，此举将标志着日本和平防卫姿态的彻底转变。

安倍自上台以来，竭力推进大国军事路线，所谓的“专守防
卫”形同虚设，所谓的“和平宪法”早已变得有名无实。无论是炒
作“中国威胁论”也好，还是渲染“朝鲜危机论”也罢，都不过是为
了安倍政府达到修宪扩军的目的而制造的借口而已。外部“威
胁”喊得越响，浑水摸鱼的机会就越大。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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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滥用“洋名”有损文化自信
何晨阳

我们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包容性强的中华文化在发展繁荣中当然会

借鉴、吸收他人的长处，但绝不是盲目“求洋”、简单模仿

新华社记者

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下真功、求实效，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送“祸”

订购了鲜花 ，却不料花束中
暗藏玄机，随之竟然接到“销毁处
理”的提示短信，这让京沪等地数
千用户心生担忧。

近日，网上爆出“鲜花暗藏毒
花”事件，称有网友在电商平台网
购的鲜花 ，因其中一种花材存在
毒性而过敏 ，这些花束涉及京沪
等地。事后电商平台将花束召回，
并就此进行了处置和道歉。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网络订购鲜花 ，因为配送快

捷，深受客户欢迎。然而，如果个
别电商平台为了抢占市场占有率
“萝卜快了不洗泥”，甚至“暗藏毒
花”，难免最终会被市场所抛弃。

本栏编辑：刘晶瑶

近日在西部某省调研时，不少群众向记
者反映，当地一些“洋气”的商场、楼宇名称让
人摸不着头脑。CCMALL 是一个商场的名
字 ，IB I 是一个新经济产业园区的名称 ，
CENTER OF THE SEINE 是一处名为“塞
纳中央”的楼盘。这些“洋名”，既让人感到费
解，还在一些公务场合闹出了笑话——— 有领
导在会议发言时，将 IBI 念成“阿比阿”，也有
念“ABA”的，不仅让听众一头雾水，也让发
言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日本银座、法国家乐福进入中国后，都起
用了中文名称；而中国一些城市却热衷用洋
名，还有一些地方将 IBI(分别是信息技术、
生物科技、知识产权转化的缩写)等字母作为
创业孵化器的名称。起个好名字固然重要，但
不一定非要用英语才显得“高大上”。比如，浙
江杭州的“梦想小镇”，名字既有创新味道，又
有中国韵味，一样叫得响亮。非要在命名时杂
糅英语，说到底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几年前，我国部分地区曾出现热衷给楼
盘取洋名的现象，到处都是香榭丽舍、埃菲
尔……经过相关规范和治理后，这种现象得
到了一定遏制。但从目前这些 CCMALL 、
IBI 的名称来看，在东部地区被遏住的洋名、
怪名，在西部一些地区有死灰复燃之势。

一些人认为洋名听着高端、大气、上档
次，其实不然。最起码一点，这些名字不符合
群众的语言表达习惯。一些市民就曾反映，洋
名、怪名念着拗口，写起来费劲，聊天时提到
这些名字，发音不准还会很尴尬。

“洋油”“洋火”“洋车”等特殊名词，曾打
上物质匮乏时代的烙印。它们既深植于老一
辈人的记忆深处，也是对历史的记录。这些
“洋字头”，让我们在回顾过去时更加奋发图
强。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持续繁荣
的当下，贪洋求怪的名字，不仅无助于提升知
名度，反而是一种媚俗的表现。

有人认为，起个洋名、用个怪名没什么大

不了，其实并非如此。做个类比吧：一部不
尊重历史的“抗日神剧”，看上去不会造成
多大的负面影响，但其对历史的不尊重及
其示范效应，实质上很恶劣。如果抗日神剧
越来越多，年轻人对历史的认知、尊重和认
同就会逐渐削弱。洋名怪名也是如此。过分
“求洋”张扬“个性”，不仅会破坏城市肌理，

深植于心的文化自信也会受影响。

文化自信已是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
四个自信”。人们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了中华
民族文化的好，人们喜欢它、珍惜它、享受
它，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而起洋名、用怪
名，破坏的正式这种文化自信。

唐诗宋词、丝路花雨……传统文化中
的优质基因从未失传，那些美妙的词语并
不仅仅呈现在典籍中，而是已成为我们生
活的一部分。面对五千年来积累的那么多
优秀词汇，放着好好的中文词语不用，非要

冠个洋名，这种媚俗做法让人遗憾。

楼宇、商圈、创业产业园等，除了使用
功能之外，还关乎一个地方的形象，久而久
之也会成为一种文化标志。必须强调的是，
指出洋名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外
来文化。相反，中华文明在发展繁荣的过程
中，一直都在借鉴、吸收他文化的长处。但
是，这绝不是盲目“求洋”、简单模仿。

河南省郑州市曾经一度“洋楼盘”泛
滥，针对这一乱象，当地颁布适用范围包
括城镇、楼群(含楼、门号码)、建筑物等名
称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并开展相
应治理后，滥用“洋名”大为减少。而记者
查阅一些西北省区的相关细则时发现，要
么适用范围有限，要么干脆对“洋名”“怪
名”压根就没有应对的实施细则，没有相
关约束。

在中国社会里滥用“洋名”，并非“私
事”，这股媚俗的歪风亟须受到关注和纠
偏。有公众建议，在通过媒体等渠道积极倡
导少用“洋名怪名”的同时，还需有相应法
律法规助力，真正遏制一些媚俗者的冲动。

这既是回应公众关切的积极姿态，也是增
强文化自信的切实举措。

目前，中央环保督察组已分三批在各地督察环境保护工
作。持续刮起的环保督察风暴，让人们看到了其威力所在。根
据环保部发布的《第三批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结束》，截至督察
反馈时，督察组向七省市交办的 31457 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
办结。这一数字也超过了前两批中央环保督察时交办的数量，
说明群众对于环境问题日益关心，参与监督日益积极。

百姓之所以期待中央环保督察组，是因为这么大力度的环
境督察和不留情面的问责回应了百姓关切，治理了不少突出环
境污染问题，也震慑了很多不作为官员。一方面，百姓长期呼
吁但地方政府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督察组来了之后一下子解
决了。另一方面，一些官员为之震惊，没想到生态环境搞不
好，或者不作为乱作为，不仅真的会被指名道姓通报批评，也
可能要丢乌纱帽。

当然，在中央三令五申加强生态环保力度的号召下，一些
地方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主动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来之前就做好
自查自纠，邀请百姓提出环境问题，发现问题主动整改。在吉
林长春，一些居民长期反映的露天烧烤、黑臭水治理问题正在
得到有效解决，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一系列动作也得到了百
姓的高度认可。

实际上，百姓之所以期待中央环保督察组，还是因为一些
地方政府仍旧存在应付了事的思想，认为只要认真应付过去一
次督察，就可以保一段时间内平安无事。即便中央环保督察组
已经督察过的地方，督察组一走，一些地方生态环境脏乱差马
上就“现原形”的现象不在少数。因此，百姓期待督察组能够
常来，或者多杀几次“回马枪”就很好理解了。一些地方并没
有认识到督察只是督促地方更加重视环境保护问题的手段，搞
好生态环境保护还要靠地方，责任落实也在地方。

百姓利益无小事，环境已经成为当前百姓利益诉求的重要
方面。回应百姓对中央督察组的期待，需要各级政府加快完善
相关制度规定，畅通生态环境问题举报渠道，尤其是自上而下
督查督办的渠道一定要畅通起来，让人民群众能够便捷地参与
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来，让百姓即便不通过向中央环保督
察组反映情况也一样能快速解决问题。只有把中央和地方的积
极性都调动起来，把环境保护工作做在平常，才能加快遏制和
改变我国一些地方环境恶化的趋势，还百姓以蓝天白云、碧水
青山。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工作是让百姓看
到建设生态文明的希望所在、力量所在，也是当前我国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
通过中央环保督察等一系列环保举措，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
理念一定会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生活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建设
美丽中国的目标也能早日实现。

百姓为何都盼着

中央环保督察组
张建

本报评论版“草野·宇下”栏目长期征集
读者来信。我们期待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中
国故事，倾听来自不同行业群体的声音，尤
其欢迎来自基层的生动细节，反映时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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