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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王府井大街等闹市区连续出现一
个河南小伙儿的身影，他举着一个自制的硬纸
板，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村子的名称及一串手机
号，还有一句口号，“望各届成功人士携手共进发
展新农村”，并附上了英文翻译“village head
invites investment”（村长招商）。经证实，小伙
儿名叫柴波波，现任焦作武陟县小董乡北耿村村
委会主任，他说在北京街头举牌招商“是实在想
不到别的辙了”。（见 5月 14日《新京报》）

波波一举，舆论哗然。有人称他“中国好村
长”,有人质疑他在炒作，更有人批评他“搅乱河
南人的形象”。而当事人自觉“很失败”，未能带

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但是“村里经济不好不丢
人，知道不好不去改变才丢人”。

细看波波的招商牌，一是“村长”说法过时，
应称“村委会主任”；二是将“界”错写为“届”；三
是英文翻译不够地道。虽然小小的招商牌上出
现三处“瑕疵”，却丝毫不掩盖波波的可爱，释放
了十足的正能量。

先为波波一心为民服务的干劲儿点个赞。
村干部一年一万多元的工资，在很多年轻人眼
里，可能连零花钱都不够。而他能主动放弃花花
世界的万千诱惑，义无反顾地回村竞选村主任,
又在闹市街头为村子发展“摇旗呐喊”，想村民之
所想，急乡亲之所急，实属难能可贵。

再为波波一心带民致富的闯劲儿点个赞。

提起招商，不禁想到最近的某县委宣传部部长所
言，“分管招商曾一周去好几次五星酒店”。而波
波的招商方式甚至有几分“简陋”，他不怕吃苦，
在北京期间每天只吃两顿饭，食宿费都是自掏腰
包，一切只为了能给村里招商引资，使合作社经
营下去。

然而，波波的诚意，能否真的换来投资商的
青睐呢？这里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虽然引
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但就目前消息来看，实质
成效并不显著。波波去年也在焦作市和省会郑
州做过街头招商，最终都以“搁浅”告终。

至此，不禁让人发问：村一级的招商引资，有
效途径到底是什么？为何从头到尾只有柴波波
一个人在战斗？先后在焦作、郑州、北京“举牌

招商”，都难逃“只赚眼球不赚钱”的怪圈？
对此，有关部门不能坐视不管。首先应搭建

准入门槛低、操作科学方便的融资渠道，将有力
的财政支持以基金形式投放到农村去，为农村的
生产发展提供资金帮扶；第二，应把符合当地农
村特色的种植、养殖技术尽快送下去、教过去，有
了技术支持，“波波们”的各种村级合作社发展想
必会突破诸多瓶颈；此外，对于“敢闯敢干”的村
官们，也应“敢赞敢用”予以鼓励，树立标杆，营造
农村发展的良好氛围。

举牌招商，质疑也好，点赞也罢，其背后折射
出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正视和解决，又将只是停
留在网络的狂欢，转瞬即逝之后，柴波波下一站
该去哪里举牌？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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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牌招商且赞且深思

登封一中学规定，学生校园不准带手机，
一经发现，当众销毁；周口一中学规定，男女生
不准相互陪同看病、男女生之间不得互发短
信；漯河一中学规定，男女生交往务必遵循在
明亮地方、且要有 5名以上同学在；徐州一中学
禁止男女生校园内结对散步、同打一把雨伞等
10种行为……

不用盘点，仅凭笔者记忆，最近这些日子，
被媒体曝光的“奇葩”校规就不少，并且从趋势
来看，并没有一点要减少的迹象。

“奇葩”校规出现如此之多，折射出当代教
育工作者的焦虑。这种焦虑，有客观的原因，
即学校扩招，师资缺乏；应试教育体制没有根
本改变，升学压力大，让学校迫于无奈，实行

“一刀切”式的严管理。但更主要的还是主观
原因：教育理念跟不上时代发展，还停留在重
外在、轻内心，重功利、轻人文的水平上。

所有的一切“奇葩”校规都是一个特点，围
绕着功利性很强的升学率目标，采取外在严厉
的措施，不管学生内心怎么想，都以严压保证
其遵守不管是多么不合情理的“规矩”，从而，
评判学生的标准也是外在的：听话，学习成绩。

所以，手机，让学生分心，坚决杜绝；男女
交往，有可能早恋，影响学习，就将其扼杀于
萌芽状态。却不顾人是需要情感交流的，无论
是手机，还是男女生交往，都是青春期孩子交
往的一种渠道，成长的必要，断然禁止，固然
可以消除像玩游戏、早恋之类的问题，但也部
分关闭了学生健康成长的通道。毕竟，如何与
人交往，与异性交往，已经进入了初中思想品
德教育课本，书上说的一套，现实管理中又是
另一套，不仅让学生对老师失去了信任，也给

学生人格形成以及交往实践设下一道影响很
不好的坎儿。

同时，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教育模
式，其教育实际效果也会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
驰。作为一个中学老师，笔者观察到，无论是
学校施压，还是家长施压，造就出来努力学习
的好学生，往往是舍弃了自己兴趣，极有毅力
的孩子，他们抱着上好学的功利目标，呈现出
一种对知识极度厌烦甚至刻骨仇恨却拼命死
学的学习态度。这样的学习结果，固然会让升
学率有一个短期的明显的提高，但于学生的发
展与国家的需要却并无益处。记得有位学部
委员讲，他招研究生原来总是招那些刻苦用功

的学生，后来发现，这类学生用功不是为了学
问本身，而是把文凭当作敲门砖，一有机会就
舍弃专业，白白浪费了老师一片心血。

原高密四中校长、现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
李希贵说：“一切教育都应该从激发学生内在的
学习动力入手。一切制度都必须从关注人本身
的需要出发，脱离人文关怀的制度只能成为束
缚手脚的镣铐。”李希贵凭着他的“幸福”教育理
念，亦是人文教育理念，并没有严酷的“奇葩”校
规，却将原本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考上本科院
校的高密四中，变为当地无论升学率、还是素质
教育都出类拔萃的学校。

教育，体制要改，理念更要改！⑧7

“ 奇 葩 ”校 规多些常识少笑话

续写辉煌说来容易做来难。“抄袭”的斥责
刚刚走远，“造假”的指证便扑面而来，《舌尖 2》
不经意间陷入了信誉危机中。

这事很费人的脑细胞，在成功可以复制的
年代，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舌尖 2》，无论如何
不该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就像多雨的深圳不
该用少雨的原苏联标准，来设计城市的下水道
一样。

琢磨《舌尖 2》刻意雕琢的画面、深沉深刻
的解说词，致使其犯下低级错误的原因跃然心
间：急于超越《舌尖 1》的心理，让导演背离了纪
录片必须遵循的常识。

对常识的大不敬，要么是钟小婧式的专业
修为不够，要么是杜汶泽式的自以为是。因为
涉嫌“老鼠仓”被取消了基金业从业资格 80 后
基金经理钟小婧，之所以近期成为江湖笑谈，
不是因为她的违法，而是因为她居然因此亏损
8.45万元。因为嘲讽“内地网民自以为是，没多
大本事”，并扬言“有本事阻止我来内地”的港
星杜汶泽，不用网民去阻拦，在内地已无立锥
之地。虽然出品方在微博上连声致歉：“承认
选演员失误，对于杜汶泽的言论也极为愤慨。”
但是在观众的抵制下，其主演电影《放手爱》票
房之惨淡，让自己成为内地投资方避之唯恐不
及的“雾霾”。

多些常识，就少些笑话。复旦大学投毒案
的 177 名学生“请求信”，果然是被告律师让老
师倡导学生参与策划的，如此违背常识之举，
作为倡导老师的谢百三，一世英名将因此落得
被人当枪使的笑柄。随着兰考至郑州列车上
对飚广场舞的时尚大妈们萌翻众网友，广场舞
的“恶名”也淡去些许。⑧7 （丁新伟）

官员岂能称“老大”

广东省纪委发出通知，指出当前部分党员干部
受不良风气影响，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有
的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

“兄弟”，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一律不准
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见 5 月 15 日《人民
日报》）

称单位的主要领导为“老板”或者“老大”，带有明
显的江湖习气，产生这些称谓的最重要原因是，有的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确实是单位的“老大”，在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上就是说一不二的“老板”，在所有事情上一言九
鼎，自己说了才算。正因如此，才有了“老大”这样贴切
的称呼。

想改变“老大”这一称呼容易，上级发一纸通知即
可。但可以想象，如果当前的权力生态不变，一些官员
仍然唯我独尊，就算是一句最普通的称呼，同样也有人
能叫得亲昵无比，让领导受用得很。

一个小小的称呼，反映的其实是领导干部思想深
处的认识问题，是权为谁所用，利为谁所谋的问题。正
是有了庸俗的权力观，才有了庸俗的称呼。我们的官
员当然应该不称“老大”，但更重要的是发扬民主集中
制，不搞唯我独尊，不搞“一言堂”。只有官员都树立起
正确的权力观，社会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老
大”才会远离我们的官场。⑧7 （刘昌海）

让传统文化浸润校园

郑州市文化路第一小学开展的翰墨飘香校本课
程，涵盖了很多传统文化内容：引导爱好中国书画的
学生们自主选修“篆刻”艺术，作品在学校的“文宝轩”
展出；“走近古文字”课程，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字及
书法的历史知识和文化背景；开发“娃娃梨园”课程，
了解豫剧的起源和发展、角色与脸谱、角色与服饰、学
唱名家名段等多方面的知识。小学生们既丰富了知
识，也提高了综合素质。

传统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所
在。国学大师钱穆就曾极力主张，要对历史文化秉持
一种“温情与敬意”。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具体
到教育层面，就是要亲近传统文化，学习相关知识，让
学生在文化环境中“浸泡”，以后能不能达到“为往圣
继绝学”的层次暂且不论，起码能让孩子们领略到我
国历史文化的辉煌灿烂，并尽可能地去继承这种文化
传统。

近年来，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教育部门重视。比
如，发行了人教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
验教材》，比如很多学校开设了毛笔书法课程，比如有
的学校开设了绘画、古筝等兴趣选修课，都是为了让
广大学生系统地了解传统文化知识，培养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也能帮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拿文化路一小开展的这
些课程来说，书法篆刻也好，豫剧也罢，都是传统文化
中的精华，学生长期耳濡目染，文化气质的提升自不
待言，可谓善莫大焉。⑧7 （朱艳玲）

据媒体报道，近
日广州白云区集贤小
学变相向非广州户籍
入学新生收取赞助
费，而缴费方式则是

“公司捐助”的名义。
杜先生是广州一家公
司的老总，他告诉记
者他们公司有一员
工，因孩子需要就读
集贤小学，希望公司
帮他开一张证明，证
明是以公司的名义向
该小学无偿捐赠 1.8
万元。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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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之中，房价真的要降了吗？
□本报记者 樊 霞

一个房产经纪人的半年煎熬

5月 14日上午，从事五年房产中介的
经纪人屈同兆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搜索
着“房价”、“房产贷款”等信息。

作为一个业绩出色的房产经纪人，屈
同兆整个 4月没有签下一个单子，仅仅接
手了同事转过来的一个小单，挣了 1000
多块钱。实际上，自去年 11月份以来，他
签下的四五个二手房买卖合同，都因按揭
贷款手续没有审批下来而不得不压在手
里。

“最近这些合同的贷款手续才通过审
批。”28岁的屈同兆笑起来，他很关心房地
产新闻，“银行个人按揭贷款松动，房市也
该有反应了吧。”

据悉，从去年开始，在银行资本约束
紧张、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的情况下，购
房按揭贷款对商业银行的吸引力有所降
低。这直接造成消费者个人住房按揭贷
款的难度加大、程序拉长，贷款利率下浮
空间缩小。一融资平台此前发布的 3 月
份房贷分析报告显示，在样本选取的 35
个城市中，有 25个城市有停贷现象，主要
以中小商业银行为主。

郑州也不例外。从今年年初到 5月，
郑州首套房贷款一路收紧，从最初的基准
利率，到现在“最高上浮 30%”，让着急买
房的刚需一族倍感煎熬。“其实，从去年 8
月以后，个人住房贷款就不好贷了。”屈同
兆说。

由此造成的影响很快显现出来。很
多地方新楼盘销售缓慢，二手房交易冷
清，房产市场一片寂寥。一些城市的楼
价开始明里暗里实施打折降价，某地一
些楼盘降价幅度高达数千元。

郑州房价实际走势又如何呢？同策
河南研展部数据显示，4月份郑州商品纯
住宅成交均价为 8385 元/㎡，较上月下跌
174元/㎡。而自今年 2月份以来，郑州市
商品纯住宅的成交均价持续略微下跌。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官
网显示，自 2013年 12月起至今年 3月，住
宅商品房销售价格处于下降徘徊状态。

屈同兆对此深有体会。4月份，郑州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办事大厅里，
前来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人屈指可数，一
宗业务在一个多小时内就能全部办理完
毕。而在去年同期，“光办理其中一个手
续就得排好长队。”按照房产市场的行情，
每年的四五月份都属于房产交易的旺季，

“现在，市场行情是不温不火。”
业内人士相信，正是在此背景下，今

年 5 月 12 日，央行要求确保住房消费贷
款的资源配置，各商业银行及时审批和
发放符合条件的个人住房贷款，优先满
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
的贷款需求，合理确定首套房贷款利率
水平。

对此利好消息，作为一房产市场最
前沿的业务人员，屈同兆并未显得欢欣
鼓舞，反而相对冷静：“现在市场各种消
息乱飞，未来走势咋样真不好说。”

两项新政出台触动敏感神经

5月 14日上午刚一上班，郑州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房产办事大厅就热
闹起来，似乎佐证房产市场开始因政策因
素有了回暖。

5 月 15 日，郑州又一房产新政出台，
从 6月 15日起，郑州市民可以用商业贷款
和公积金“组合贷”，购买前两套新房，最
高可以贷款 70万元。

有意思的是，郑州曾在前不久临时取
消“组合贷”的新闻发布会，有解释说稍晚
将由几家政府部门联合发布此消息。

目前郑州住房公积金最高只能贷款
45万元，且不能和商业贷款一起使用。“组
合贷”政策实施后，老百姓贷款买房的积
极性会更高，这一新政无疑将对近期郑州
楼市带来变化。

这是短短几天之内，郑州出台的第
二个有关房产市场的政策。早在 5 月 7
日，《郑州市个人住房置业贷款政策性担
保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意见
稿》)发布。这是郑州首次就个人住房置
业贷款政策性担保出台《意见稿》。《意见
稿》称，担保机构不光是为公积金贷款提
供担保，还为商业贷款提供担保。

该项政策的出台，被广泛解读为郑

州市欲出手“救市”，郑州市因而被媒体
称为“全国第六个出手救市的城市”。但
有关部门表示这种说法属于“误解”。之
前的 4 月，无锡、南宁、杭州萧山、天津滨
海、铜陵先后出台放宽房地产调控的政

策。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工
作人员解释说，这个政策两年前已经在
起草，并不是为了目前的市场而制定，更
说不上救市，只是出台的时机刚好赶上
这个敏感的时间点而已。

不过，种种信息释放出来的信号很快
得到了回应。进入 5月，郑州各商业银行
的贷款放款速度明显加快。“只要手续合
格，证件齐全，最多一个月就能放款。这
样的放款速度，比前段时间要快得多。”郑
州中信银行一客户经理说。

但屈同兆对市场走势持不置可否的
态度，在他看来，实际情况并不如一些媒
体报道得那么乐观。“其实，个人住房贷款
实际审批放款没那么快。”从实际操作情
况来看，5月份新申请的个人住房贷款，最
快也只能在两个月之后审批下来。“所以
我会对客户说，贷款可能会在 8 月份下
来。”屈同兆说。

另 一 方 面 ，有 调 查 显 示 ，进 入 2014
年，郑州市多数在售项目开盘、成交量稳
定，部分楼盘的来访量出现下滑的迹象。
尽管房价有轻微波动，但不足以影响整个
市场的走向，甚至个别楼盘在售房源价格
较开盘价上涨 500~6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同策河南研展部数据
显示，郑州市 4月份市场上仍是 90㎡以下
户 型 销 量 最 好 ，销 量 占 比 接 近 总 量 的
50%，目前市场依旧是以刚需为主。

房产购买主力以刚需为主，这就意味
着在很大程度上，郑州市的房价需求有着
坚强的支撑，房价出现传言中的“跳水”或
者“崩盘”只是一厢情愿的片面之词。

房价未来会降吗？

在舆论一片唱衰，而实际房价并未真
正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下，目前市民对于买
房充满了浓重的观望情绪。

5 月 13 日下午，在郑州东区一售楼
部，市民刘先生正在详细了解楼盘的房
屋结构和价格。会不会立刻出手买房，
他很犹豫：“还是再看看吧，现在都说房
子要降价，也不知道会不会真降。要是
现在买了，过一段房价跌了，那心里可就
难受坏了。”

对此，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宋向清表示，“郑州楼市整
体的调控效果还是不错的。目前郑州的
房价和销售量都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运
行，上涨一点、下降一点都在我们的心理

预期之内。”
然而，当房地产成为经济发展的支

柱，成为百姓投资或者赖以生存的目标
时，房价细微的变化，都会绷紧市场敏感
的神经，更是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切身利
益。

在网络论坛上，关于未来房价走势的
议论热火朝天。一种观点认为房价会跌，
甚至会有“暴跌”的可能。但这一观点立
刻遭到众多网友的批驳，认为成为现实的
可能性极小。

另一种观点是房价还会上涨，这是
基于北师大的董藩教授预言，他说再过
25 年，全国房地产均价会涨到 9 万元/平
方米，北京房价会涨到 80 万元/平方米。
一些网友坚信，房地产涉及钢铁、水泥等
上下游诸多行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的
收入，贡献了足够多的 GDP，一旦到了关
键时刻，地方政府会立刻“出手救市”。

但业内人士认为，面对日趋差异化的
市场变化，中央在保证“宏观稳、托底民
生”的同时，对房地产市场短期调控的手
段日趋转弱，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分类指
导”、“双向调控”，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市
场情况灵活制定相应的调控措施。总体
来说，房地产行业“软着陆”也许是最理想
的局面。

知名媒体人石述思则断言，房地产市
场宏观调控是必需的，但全国统一的、完
全由政府主导的调控的确走到了尽头。
多空博弈的理想结局是全面回归理性
——在政府真正担负起保障中低收入人
群的基本居住需求的前提下，“商品房价
回归市场主导，逐渐退烧。”

无论是网友辩论还是专家访谈，有一
种论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即房价已经到了
高位，房价已经无力再涨，也许拐点就在
眼前。

楼市何去何从，舆论一片热议。但
在买房者眼里，各种观点还都是“纸上
谈 兵 ”，何 时 买 房 合 适 才 是 最 大 的 彷
徨。对此，河南省房地产业商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赵进京建议，国家调控的
目的是挤出投机投资性购房，是一项长
期的基本国策，将会持久地坚持下去。
在郑州，“如果是投资买房，确实需要谨
慎；对于自住购房者，该买的还是要抓
紧买。”⑨8

●近期，房地产市场一片唱衰之声。杭州、宁波等地
部分楼盘销售价格大幅降价，个别城市被传“政府出手救
市”。

●从年初开始，郑州首套房贷款一路收紧，让着急买
房的刚需一族倍感煎熬。

●近期郑州的两个楼市政策相继出台，影响几何？
未来，郑州房价走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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