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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翔

“连西湖边的乞丐都用支付宝
乞 讨 了 ， 你 想 想 你 抵 制 有 什 么
用？”4 月 23 日，在郑州举行的
2017 中国绿公司年会上，马云再
一次谈到对未来 30 年技术和商业
趋势的判断。他说，新零售、新金
融、新技术、新制造以及新能源将
会冲击各行各业，在淘汰落后生产
力的同时，也会创造更多新实体经
济和新就业机会。

连乞丐都在用支付宝乞讨了，
这真的不是笑话。因为人们越来越
用不着零钱，一句“没有零钱”是打
发乞丐最好的用语，但是乞丐会笑
呵呵地对你说：“没有关系，可以扫
码支付。”乞丐用二维码乞讨，现在
还是新闻，很快也许就是乞讨者标

配。那些不会使用移动支付的乞丐，
慢慢会被市场淘汰，因为“没有零
钱”并非假话，而是现实。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所谓的“虚
实之争”，有人指责互联网冲击了
实体经济。那些不会用扫码支付的
乞丐，会不会也指责互联网冲击了
他们的乞讨生意呢？新故相推，日
生不滞。站在风口抓住机会的人，
会感谢变革的伟大时代；而受到冲
击的人，难免心生不悦。但是，技
术革新的潮流，永远不会因为落后
的个人意志而改变。

互联网是我们社会的基础设
施，没有网络的生活，我们一天也
过不下去。此刻，任何一个企业，
如果不跟互联网挂钩，不能利用互
联网发展自身业务，而是像个“网
络病夫”一样无休止地抱怨，将会

像数十年前不用电一样可怕——想
想看，如果一家生产蜡烛的企业，
怒不可遏地指责，电力摧毁了自己
的实体经济，会有人同情吗？

电力时代来了，最明智的选择
是用好电力；互联网时代来了，最明
智的选择也是用好互联网。指责互
联网冲击实体经济没有意义，新实
体经济正在茁壮发展，新就业机会
正被大量创造，互联网从来没有恶
意要去冲击谁，真正冲击一个人或
者一家企业的，只能是落后的想法。

如果连乞丐都懂得要拥抱趋
势，某些企业家却还在抵制互联
网，那只能说，属于你的时代结束
了。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创始人贝
佐 斯 ， 强 调 要 成 为 一 家 day1 公
司，也就是说要处于新生状态。其
有一个要点，就是要拥抱外部趋

势。别以为像这样的互联网巨头，
已经处于引领新趋势的顶端，他们
也在焦虑，生怕错过机器学习、人
工智能之类的大趋势呢。

在马云的“五新”中，不难发
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客户为中
心。人永远不会满足，总想要更好
的东西，企业要想获得成功，重要
的是如何服务好客户。而服务客户
不存在虚拟与实体的问题，手机已
经成为“人体新器官”，拒绝互联
网只会离客户越来越远。

乞丐都在用支付宝乞讨，是一
个很好的例证。它既说明，互联网
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我们能够想象到
的社会角落；它更说明，拥抱新技
术拥抱新趋势，是乞丐都必须学会
的本领。拥抱互联网，“虚实之
争”可休矣。

乞丐都在用支付宝乞讨说明什么？

据 4月 24日《华商报》报
道：高铁已经成为便捷出行的

“代名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高
铁出行时，对其“盒饭业务”的
吐槽也不绝于耳。有从事多年快
餐业务的人士计算，按照高铁出
售的快餐份额比例，20 元的包
子套餐，成本在6元左右；45元
的杏鲍菇炒牛肉饭，成本最高
16元；而15元套餐的成本仅为5
至7元。

点评：高铁也有创收的压力，餐饮盈利无可厚非，但暴利实属
不该。高铁是个特殊领域，车上餐饮业务具有垄断性，肚子饿的乘
客无法“用脚投票”；而且，高铁具有天然的公益性，就应该讲服
务、讲信誉，餐饮定价不能任性。相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让乘客
能够买到价格公道的餐饮。

@烘焙豆：成本价翻一倍可以接受，再高就不应该了。
@刚拍好片：有盈利的考核，配套服务的价格就难以降下来。

据 4 月 23 日 《北京晨报》
报道：美国大使馆外的天泽路
向来人流密集，来办业务的人
排着长队不说，趁机做买卖挣
钱的人堵路占道。路边长期停
靠的几辆车里，打印、复印、
拍照、代办签证业务火热，这
些普通业务往往被喊出高价，
复印一张 A4 规格文件就要 20
元，有人打印一页文件竟被要
去 200元。

点评：价格畸高还“业务火热”，说明市场确实有这样的需
求。生活中，没人愿意挨宰，即使忍痛被宰，往往也因没得选择。
那“几辆车里”的人狮子大开口固然可恶，但能够得逞，并不是其
自身“努力”能达到的，而是因为职能部门里的“孙连城”们——
如果管理到位，这种乱象焉能长久？

@排风机：这些做生意的，说不定要定时交“份子钱”呢？
@配电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据 4 月 24 日 《中国青年
报》报道：这几天，北京一位一
年级小学生家长黄女士很是发
愁，她的儿子每天放学总是能带
回一包食品。儿子说，这些是他
帮同学写作业挣来的。而另一位
家长吴女士说，她的儿子抱怨给
同学吃了一个星期的零食，没换
来一个中队长。

点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需要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但不
是争名夺利的训练营，更不是滋生“腐败”的摇篮。在关心孩子成
绩的同时，学校应花更多精力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三观。否则，方向
错了，越“进步”，谬误可能越大。

@管培生：信息渠道这么多，孩子又聪明，耳闻目染，一些
不良习气就学会了。

@功夫派：什么是进步？很多成年人也不能把握其中分寸，
别说小孩了。

据 4 月 24 日 《经济参考
报》报道：在很多地方，通常面
积不足 1平方米的墓地价格令人
咋舌。譬如，在上海，均价 6万
元 ， 最 高 可 达 30 万 元 ； 在 天
津，最低 1 万元，最高 20 万元；
在广州，大多在 10 万元至 12 万
元，最高可达 20 万元……在全
国很多大城市，由于墓地供需失
衡导致价格一路上扬，如高企的
房价一样令人焦虑。

点评：随着时间流逝，理论上，坟墓用地只会越来越紧张。假
如我们的殡葬观念不变，墓地价格一路上扬就不难理解，“天价”
再创新高也在情理之中。因此，破解这一矛盾，践行环保、绿色殡
葬理念就是必由之路。

@高楼大厦：人的两大任务：生前买房，死后买墓。
@刚拍的：传统文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该更新的就应更

新。

张 弓

“澎湃”前几天发过一条新
闻，说 4 月 2 日嘉兴长水派出所接
到 110指令，称李女士在万达广场
寻找“割腕自杀”的女儿小陶。小
陶因和家里闹矛盾，上个月搬出来
租房住，只听说在万达广场附近，
不清楚具体地址。当晚 8时许，女
儿在朋友圈发了张刀片放在自己手
腕上想要割腕的照片。李女士看到
后多次拨打女儿手机，均提示关
机，于是向 110求助。民警通过警
民联系微信群找到了小陶。经了
解，小陶因与男友分手，情绪低
落，但母亲老是安排她相亲，为抗
议才从家里搬出。可母亲还是不断
要她相亲，她想在朋友圈发“割
腕”照吓唬母亲，让其打消要她相
亲的念头。民警对小陶进行了批评
教育，李女士也表示，不再逼她相
亲，让孩子自己决定终身大事。

因为被父母逼着相亲、结婚、
分手，子女难以忍受做出反抗的
事，媒体常有报道，嘉兴小陶只是

其中不算太极端的一个。在婚姻上
逼迫孩子的父母们，往往有一个共
同的理由：“我为你好！”逼孩子相
亲的，“我为你好！”逼孩子成亲
的，“我为你好！”逼孩子分手的，
还是“我为你好！”孩子不从，就
会被指责为“不听话”“不孝顺”

“不识好歹”。孩子们的反抗手段也
是种种，在外打工的，不回家；在
家住着的，搬出去；激烈一点的，
离家出走，甚至还有自杀身亡的。
这么一折腾，小陶的母亲终于明白
了，表示孩子的终身大事让她自己
决定。

对于父母们的共同说辞“我为
你好”，笔者觉得很有研究一番的
必要。

不能否认，有一些父母主观上
确实是“我为你好”，但客观上未
必能兑现。因为从“为你好”出
发，到“为你好”实现，需要具备
几个条件。首先，你对子女的了解，
包括他们的性格、心理、择偶标准
等，要十分清楚。俗话说知女莫若
母、知子莫若父。其实不然。由于年
龄、文化等等的差异，年轻人的想法
与父母一代是有差距的。即使两代
人之间能经常交流沟通，了解的也
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们的深层想
法，尤其是对配偶的要求，一般不
会说。还有一些年轻人，在遇到如
意人之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别
说找对象，即使是上街购物，什么

品牌、什么价位、什么颜色，也不
都是事先能想明白的。

退一步说，即使对自己子女的
了解非常透彻，还需要有第二个条
件，即你对选定的对方，同样要知
表知里。除了履历表上那些东西之
外，对方的性格、品行、能力，尤
其是今后可能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得心中有数，才有把握作出判断，
他们是否适合你的子女。

与子女相比，父母的优势，无
非是多活了几年，有一些人生的经
历或者叫经验。但是，那些经历和
经验，是在已经过去的时代、社会
环境中形成的。不否认其中有些东
西在现时代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肯定有不少已经失去了价值，把
它照搬到孩子身上，一定不合适。
根据多数父母的水平和能力，要想
高瞻远瞩年轻人几十年以后的状
况，可能性更小。所以要真正实现

“我为你好”，很难。
还要看到，在干预孩子婚事这

件事上，大多数父母连主观上“我
为你好”也做不到。论证这个观
点，不必费更多笔墨，只要把他们
与子女就此发生口角时的话记录下
来，就能说明问题。争论中，父母
们常说的话不外乎这些：他们家在
农村，以后有点事，还不得靠我们
帮你啊；他 （她） 就一上班族，既
没房，又没车，更没什么地位，差
距太大了；他 （她） 长得这个熊

样，你不嫌寒碜，我还要脸皮呢！
强力干预孩子婚姻的祖师爷，要算
祝英台的父亲祝员外了。他反对英
台跟梁山伯成亲，看重的，不是真
挚的爱情，而是权势、财富，是门
当户对、夫贵妻荣。父母那些干预
儿女的虚伪言语中，清楚地表明，
嘴上说的是“我为你好”，实质上
是“我为我好”。

在婚事上总想越俎代庖的父
母，还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强
迫。打通思想要和风细雨，转变观念
靠潜移默化。强迫往往会让对方产
生逆反心理。现在的年轻人，自主意
识越来越强，慢慢说服，或许还能听
进去一句半句，以势压人，即使有理
也会遭到拒绝。逼相亲，逼成婚，逼
分手，结果大多不好。这类强迫行
为，往轻里说，是方法上的错误；往
重里说，是内心深处极强的控制欲
和主宰欲在作怪。

为人父母，对孩子的婚姻大事
不管不闻，不现实也不合理。怎么
办呢？1992 年 10 月 《宁波日报》
以“我们应该如何做父母”为题发
过一组杂谈，我的那篇文章题为

《当参谋，不当参谋长》。军队里的
参谋，主要职责之一是出主意提建
议，参谋长则是在广泛听取意见建
议之后作出决定。对孩子的婚姻大
事，我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父母
亲可以“当参谋”，但不要当“参
谋长”，大主意让孩子自己拿。

父母常说的“我为你好”，是真的吗

徐剑锋

目前，距离 2017 年高考还有
一个多月，今年高考，北京、山
东、河南、新疆等地将合并部分录
取批次，其中，多地正式取消“三
本”（4月24日中国新闻网）。

“什么样的分数上什么样的大
学”，表面上看很公平，也秉持了优
胜劣汰的基本准则。但是，“分批次
录取”把高校和考生人为地划分成

“三六九等”，无形中设置了教育资
源不公平的玻璃墙。一方面，录取批
次的划分，由于没有专业的第三方
机构评定，而且缺乏统一的标准，不
仅造成了地域差别大，也容易出现

“专科比本科录取线高”的尴尬。另
一方面，高校招生地位不平等，无形
中产生了学校分层、生源固化等问
题，也使很多高校尤其是民办院校
失去了改革创新的动力。

分批次录取制度建立，初衷是
使国家得以集中力量先建设一批好
学校，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而今
高等教育逐步普及，更应在多元录
取、双向选择上与时俱进。

为何美国、英国等国的高等教
育招生制度令人向往？很重要的原
因之一，就是双向选择的录取机
制，让学生和家长感到更充分的

“自主与尊重”。反观国内，尽管这
几年各地考试招生模式在不断创

新，比如浙江“三位一体”改革已
试点三年且已有 34 所高校加入，
但集中录取制度还没有改变；即便
是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曾被寄予厚
望，但最核心的考生选择权并没有
增加，反而成为学校争抢生源的手
段，而且是丑闻不断。

正如专家所言，“只有学校和
学生双方能够平等自由地选择，才
能保证真正的公平公正”。实行

“同批次录取”，既给考生自主选择
高校的均等机会，也让高校能够站
在平等的招录起点上，凭借自身的
办学实力和教育特色吸引优秀生
源。从目前来看，达到这个目的，
关键要去除观念和现实利益的“羁

绊”——既要加快高校的“去行政
化”步伐，也应破除“一本就比二
本好、本科就比专科好”的固有认
知，同时还得打破地域垄断，不再
让北京大学成为“北京人的大学”
这种现象出现。

考试招生相对分离，这是十八
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高考改革思路。
可以说，打破“分批次录取”是大
势所趋，尽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
箭在弦上当有时间表，也需实质性
突破。对决策者而言，只要坚持把
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贯穿始终，多一
分敢于担当的勇气，多一点善于突
破的智慧，就一定能走出一条教育
创新之路。

打破“分批次录取”应去除“羁绊”

据《北京晨报》4月24
日报道：鸟巢要开慈善富民
大会，来京参会者交通食宿
费可报销，还可现场领取 5
万元慈善金……如此天上掉
馅饼的好事儿，让不少中老
年人跃跃欲试。虽然北京警
方已经辟谣，但仍有不少各
地中老年人对此深信不疑，
甚至因此与子女反目成仇。
23 日晚，公安部消息称 ，
已打掉编造“慈善富民总
部”机构实施诈骗的犯罪团
伙。

诈骗幌子扯鸟巢，

白给现金要不要？

中老年人被洗脑，

警方子女拦不牢。

天上不会掉馅饼，

改头换面是传销。

此等祸害遍全国，

警示严打莫轻饶。

郑晓华 文 盖桂保 绘

新华社记者 丛峰 叶含勇

成都市把原来群众办事需要
的各类证明，从 313 项一刀砍到
15 项。这一“最大力度”的减证
便民行动，是落实简政放权的有
力之举，值得点赞。

长期以来，“你妈是你妈”
“我还活着”等五花八门的证明，
让群众跑断了腿，基层干部磨破
了嘴。一位社区党委书记曾拿着
厚厚的登记本诉苦说，一年社区
要开 570 多份证明，占公开办事
业务量的一半。

五 花 八 门 的 证 明 背 后 ， 反
映出一些部门和单位权力边界
不 明 晰 ， 设 置 不 合 理 、 不 合
法；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以及

“懒政”滋生的相互推诿，给群
众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中
央 一 再 要 求 加 大 简 政 放 权 力
度，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
依然存在政策梗阻现象，其根
源就在于为政者没有真正下决

心，下狠劲去推动落实改革。
成 都 市 之 所 以 能 一 刀 砍 去

298 项证明，就在于决策者决心
大、敢担当。改革必然会冲击部
门利益。最初，有的部门一问三
不知，有的部门坚持老办法办
事，有的部门干脆回复请“清理
部门承担相应责任”。成都市顶住
压力，市政府直接站到“前台”
发文，政务中心、民政局、法制
办“三堂会审”、挂图作战，最后
所有涉及部门均由“一把手”签
字认账，最终交出一份清爽干净
的15项保留清单。

减证的目的在于便民。值得
肯定的是，成都市的清理工作，
并非只是对证明“一砍了之”，而
是继续在打破“部门壁垒”、实现
数据信息共建共享、加大失信惩
治力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方
面着力，确保证明砍下来了，群
众还能办得了事。

有人戏称成都的证明事项保
留清单已经减到了“皮包骨头”，
但事实证明，依然有可以再优化
的事项。由此可见，简政放权的
改革仍需再深化。只有改革到
位，群众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惠。

（新华社成都4月24日电）

简政放权
就要敢于下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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