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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贷政策下乡 贫困学子梦圆

“便宜鸭”的前世今生

分析时局 点评世事
有趣有料 篇篇干货

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等着您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赴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调查发现，多数试点
中小城市已经全面放开农民进城落户，但在“零门槛”前农民落户意愿
普遍不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在城市买房、工作、生活，但选择把户
口留在农村。4 图/陶小莫

助贷政策下乡，对贫

困家庭的准大学生和他们

背后的家庭来说，这可说

是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

后的锦上添花，也可说是

一种宝贵的雪中送炭。

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长春某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小雪（化名）在网上
应聘了一家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一个月后，终
于盼来了第一笔工资，而这笔工资只有 160.25
元。（见7月19日《新文化报》）

不说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是 1480 元，按照政

府指导，现在任何地方的最低标准工资也都会远

远高于这“160.25元”。

退一百步来说，即使是按照长春市麦莎娱乐

传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纪女士所言，“合同上写

的是基础工资，跟基本工资是两码事”。此处的

“基础”，其正确的含义应该是“事物发展的根本

或起点”，也就是说，无论新来的员工小雪工作实

绩如何，起码应该按“合同标注第一个月基础工

资 1750 元”来发工资，而不应该被扣减到只有区

区 160 元。

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企业，当然可以玩“绩

效工资”，以体现“按劳取酬”，但是，刚刚走上工

作岗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总是有一个学习成长

的过程。虽然说，“绩效工资”部分，可以“扣分”，

可以“扣工资”。不过，“月薪 160.25 元”，甭说“养

家”，连“糊口”都成问题，这样的绩效工资已经挖

了“基础工资”的墙脚。这种做法，不仅缺德，而

且违法。

小雪说，她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在这家公司工

作，第一个月工资仅仅拿到了 145 元，第二个月一

分工资都没要到。这里，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有的企业会不会借“绩效工资”之名流水般

地招收新员工，然后将绩效考核的标杆拉得高高

的，让你“跳不过去”，月底说你“没完成任务”，对

不起，将你工资扣得“低而又低”，从而变相地让一

些年轻人给企业“白打工”。果如是，这算不算一

种用工欺诈？1 （张传发）

□苑广阔

7 月 14 日至 18 日，以“奔跑吧，

大学梦”为主题的广州大学社会实

践队到德庆县乡村，宣讲国家对贫

困高校学生的资助和助学贷款政

策。该校师生走村入户，深入到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家中通过派发海

报、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等方式进

行宣传、讲解国家资助和助学贷款

政策。（见7月19日《广州日报》）
现在，国内各大高校陆续开始

发放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接到录取

通知书的准大学生们，也开始为他

们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着各种准

备。但也有部分来自农村贫困家庭

的准大学生，在为录取通知书上那

笔不菲的费用发愁，有些大学生为

了不给父母家人增加经济负担，甚

至动了弃学的念头。而他们的父母

家人，也在为帮助他们筹集大学的

学费、杂费、生活费而四处奔波。

大学学费上涨是客观事实，但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为了不让

贫困学子失学，近年来不管是国家

教育部门，还是国内各大高校，都

在积极构筑以“助贷奖补”为基本

内容的大学生学习保障体系，以防

止大学生因为贫困失学或者是无

法顺利入学。有些大学还开辟了

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入学“绿色

通道”，允许他们先入学，然后通过

助学贷款等方式缴纳大学学费。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由国家

或高校制定出台的各项“助贷奖

补”政策，还没有正式迈进大学门

槛的准大学生们，可能根本无从得

知，即便通过身边的一些大学生，

或者是校友了解到这些政策，但对

于如何申请，申请额度多少，需要

什么样的资格和条件等政策和制

度的细节，也是一知半解。而事实

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大学校园中，

积极申请助学贷款的，往往以高年

级的学生为主，大一新生所占比例

很低。

而这也正是广州大学的大学

师生们以社会实践的方式来到偏远

农村地区，宣讲国家对贫困高校学

生的资助和助学贷款政策的价值和

意义所在。这些大学师生深入当地

贫困大学生们的家庭，通过派发海

报、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等方式进行

宣传、讲解国家资助和助学贷款政

策。这样一来，这些家庭贫困的准

大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家人，不但可

以借此了解大学里的“助贷奖补”政

策，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

定选择哪种方式完成自己的大学学

业。对贫困家庭的准大学生和他们

背后的家庭来说，这可说是接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之后的锦上添花，也

可说是一种宝贵的雪中送炭。

大学生送政策下乡，也给政府

有关部门及高校提了醒：地方民政

部门能否与当地高中携手，把“助

贷奖补”政策宣传到每个将入学的

大学生家庭？高校能否随录取通

知书寄出有关政策条文及详解？

这些不难做到，但有可能改变一些

学生的一生。4

□司马童

近年来，好多城市街头巷尾开

起了不少烤鸭店，尽管名称不同，

如正宗台湾风味、香港啤酒鸭等，

但 都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特 点 —— 便

宜。与品牌烤鸭店和卤菜店按斤

出售的方式不同，这些店铺的烤鸭

按“只”卖，每只 20 元左右。对此，

坊间多有疑虑：如此便宜的烤鸭，

吃起来能否保证安全卫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人

们对于不断涌现且生意颇旺的便

宜烤鸭店，都有一种“又喜又忧”的

矛盾心理：喜其价廉，忧其“便宜无

好货”。而越是信息不对称，一俟社

会传言“风吹草动”，就越容易引发

相当范围的“消费恐慌”。

且不议“便宜鸭”的红火生意能

够持续多久，近日一则“打药蟹”的

视频传播甚广：一位大妈手持注射

器向青蟹注射某黄色的不明液体。

于是引得群情愤然，纷纷斥责不法

商贩“给蟹下药”伤天害理。数天之

后，结果是虚惊一场，视频中的可疑

画面，不过是有些地方烹煮青蟹时

预先注入黄酒等调料罢了。

诚如有些论者所言，“打药蟹”

视频的疯传，既隐喻不少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现状的担忧，也表明权威解答

往往“姗姗来迟”。因此，当18元一只

的烤鸭纷纷出“炉”，且又被曝其生长

“速成”和“吃药到瘫痪”的可疑背景

后，假如缺乏官方及时释疑发声的

“定心丸”，出现类似“打药蟹”的紧张

情绪，也许只是分分钟的事情了。

对于风靡街市的“便宜鸭”，人们

究竟能不能放下心来大快朵颐？笔者

网上检索，看到了中国畜牧网在今年1

月发布的一篇专家解读。专家直指谬

误，称“速成鸭”并非真的利用不良手

段使之速生，而是诸如“樱桃谷瘦肉

型”等的鸭子，它在国外经过多年的育

种，本身就是一种生长快速的小型商

品鸭；而且近年来，我国山东省大量养

殖这种肉鸭，现在已经达到年产12亿

羽的规模。媒体披露制作“便宜鸭”的

冷冻白条鸭大多源自山东，“便宜鸭”

之便宜就不足为奇了。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笔者说

别让“便宜鸭”重蹈“打药蟹”的恐

慌，倒不是讲各地热卖的这种廉价

烤鸭，肯定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

营瑕疵或无良行径，而是觉得，重视

食品安全，也要防止动辄危言耸听，

以致酿成人为的恐慌。这需要有关部

门睁大眼睛、快速反应，也需要公众

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点盲目误导，

尤其不要在掌握确凿凭据前，听风就

是雨地成为信谣和传谣者。4

众
议

160元工资涉嫌用工欺诈

画中话

评论│09

近期，南京秦淮警方接到了不少与代驾有关
的警情，除了盗窃、价格纠纷这些常见警情，还有
不少市民想都想不到的奇葩事。比如，市民周先
生喝了酒，找代驾却约来了个醉汉。（见7月18日
《南京晨报》）

“代驾纠纷”频频发生，根本原因是缺乏监

管。酒后代驾是个典型的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

槛、无统一标准的“三无”行业，缺乏有效监管。

因此，笔者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

规，明确酒后代驾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出相关规

范及人员准入标准，并明确代驾双方的权利义

务，为需代驾的市民解除后顾之忧，让代驾行业

得以蓬勃发展。4 （祝建波）

锐
评

“代驾”业亟须监管

□李静宜

当下的中国，可以说正在发生
着重大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文
艺事业如同其他领域，呈现着百花
竞放的蓬勃发展态势，文艺的环境、
业态、格局，也面临着深刻的调整。
2014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看待文
艺工作，亲自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
座谈会，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在
2015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
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今年初夏，河南省委也出台了《关于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
见》，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
艺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体现时代
的风貌、引领时代的风气，具有着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
先后出台的《意见》中，可以看到有
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是
讲话明确提出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两方面，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两
种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
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经济价值要
服从社会价值。二是讲话和《意见》
鲜明提出了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
隶，不能沾满铜臭气。三是讲话和
《意见》明确提出要打磨好批评这把
“利器”，要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
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

眼下，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评
论工作者肩负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
命。从讲话和《意见》中，我们既感
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艺评
论工作的期待，也看到对文艺批评
提出的更高要求。

其一，文艺评论工作者要更好
地深耕理论土壤。作为文艺评论工
作者，既要坚持理论的自信，保持清
醒的是非判断力和理论定力，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神聚气；又要

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艺理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文艺学和美学，在当代世界的实质
性发展贡献力量。

其二，要真正发扬批评的精
神。文艺批评是增强文艺事业生机
和活力的有力武器，面对批评对象，
不能不敢批评，而多是人情批评或
讲面子话，沦为无效批评和泡沫批
评；也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
艺术标准，甚至出现“红包评论”的
庸俗吹捧。文艺批评是引导创作、
催生精品的重要力量，要营造批评
的良好氛围，促进文艺事业的健康
发展。

其三，要加大文艺评论队伍和
阵地建设的力度。自2008年河南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以来，各门
类文艺评论工作有了长足发展，但
从河南文艺评论的现状和目前新形
势的要求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河南文艺评论的队伍建设，既
要对新生的评论力量发掘培养，又
要整合现有力量，对分散在文联所
属各协会、社科院、大专院校、出版
机构和新闻媒体等各个方面的文艺
评论力量，进一步充实、整合和建
设。同时，还要创办文艺评论刊物，
有了阵地才有发言权，才能产生影
响力和公信力。

当前的文艺理论评论工作正面
临着新的任务，我们要对事关当前
文艺理论评论事业发展的焦点、难
点和核心、前沿问题，进行更为全
面、深层次的探讨剖析和理论回答；
在文艺创作生产、文艺理论评论阵
地建设和文艺评价体系建设等方
面，将实施意见、战略规划和解决方
案，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真正以文
艺理论评论工作与创作生产的良性
互动，促进文艺事业发展；以文艺批
评的力量，推进文艺繁荣。（作者系
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以批评的力量
推进文艺繁荣

□本报记者 田宜龙 孙勇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团队，来自不同
机关岗位，因共同目标走在一起，利用节
假日休息时间传递爱心，播撒快乐……

他们有一个共同而响亮的名字：洛
阳市直机关党员志愿者。

洛阳市采取“总队+支队+分队”三级
管理模式，打破市直各单位职能界限，以
兴趣爱好组合，成立了文史讲解、关爱生
命、公益书画、爱心助残、爱心妈妈、心系
读者、心系三农等七个特色专业志愿服务
分队，在册登记志愿者1.3万人。

7月16日，记者走进洛阳市直机关
党员志愿服务总队，听到了党员志愿者许
多感人的故事。

“精准服务”不走过场

“我们每次带领爱心助残志愿服务
队出发前，他们总是先与受助单位和个人
反复沟通，了解对方的实际需求再出发，
实行精准志愿服务，坚决不走过场、不折
腾人。”洛阳市直机关党员志愿服务总队
负责人说。

“我们时刻与市中心血站保持联系，
专挑临床用血紧张时组织献血活动。”关
爱生命分队队长张建宇说，“发愁的是没
有场地，每次活动一来就是上千人”。

30多岁的王继群在市卫计委机关党
委办公室工作，是关爱生命分队的志愿
者。前两年，每当他看到党员志愿者参加

义务献血活动都很郁闷，因为他体重110
公斤，不符合献血要求。为此，他每天坚
持锻炼，硬是把体重减到90公斤，如愿献
血。“对我来说献一次血不算啥，但没准就
能救别人一条命。”

用爱心点燃希望

走进黄河设计公司地质探勘院家属
院的少年阅览室，在这个30平方米屋子
里，陈列着1000多本图书、杂志。一位身
材瘦小的老太太，正陪着孩子们看书，她
就是“爱心妈妈”党员志愿者陈昌明。

老人说现在随着电脑、智能手机的
普及，看书的人少了，所以老人从2000年
开始决定办移动阅览室，主动为附近商户

送杂志看，而且她每年都要拿出4000多
元退休金资助嵩县、栾川贫困失学儿童，
10多年从没有间断过。

“爱心妈妈”志愿者张雪，是洛阳石化
聚丙烯车间的一名职工，自创“捐衣联
盟”：玉树地震，募集100件棉衣、20双棉
鞋寄往灾区；甘南多尔乡台力傲村发生火
灾，将救灾衣物和药品寄送到当地；冬季
四川山区孩子棉衣告急，寄去 90麻袋
4000多件衣物……将这些衣服往四川
寄，快递费得3000多元，听说张雪在做公
益，物流公司老板只让张雪付了1350元。

爱心就这样传递下去。如今，张雪
他们除了捐赠物品，更多是陪孩子们说
话、做游戏，用行动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
大家庭的关爱。③5

播撒爱心 传递快乐
——洛阳市直机关党员志愿者服务见闻

□本报记者 马雯

婚检是维护夫妻双方健康的重要
手段，也是预防出生缺陷、保护孩子健
康的第一道屏障。免费婚检不难，但许
多新人却不够重视。如何让免费婚检
的好政策惠及更多人？记者日前进行
了调查。

婚检免费 为啥不愿做

婚检免费，你会不会选择？“我和丈
夫是自由恋爱，彼此都很信任，所以觉
得不需要做婚检，以后想要孩子的话做
好孕检就行了。”7月15日，在郑州市中
原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刚领完结婚证
的陈女士告诉记者。

像陈女士一样，来登记的不少准新
人对于免费婚检并不在意。

有数据显示，从2003年我国新《婚
姻登记条例》将强制婚检改为自愿婚检

之后，包括北京、广州在内的不少城市
的婚检率都出现大幅下降。与此同时，
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却在不断上升。

“虽然近年来出生缺陷率的升高有
综合原因，但婚检率下降导致出生缺陷
一级预防明显被削弱也是一个主要因
素。”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冯光荣表
示，“婚检不仅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预
防出生缺陷和先天性疾病的重要防线，
也是保证结婚男女双方健康的首要环
节，所以非常必要。”

消除误区 筑牢优生防线

那么，婚检到底查些什么？在采访
中，许多准新人都表示“不够了解”。“除
了病史询问、体格检查、男女生殖系统
检查以及血常规、尿常规、梅毒筛查、乙
肝表面抗原检测、HIV初筛等项目在内
的医学检查以外，免费婚检其实还包括
免费卫生咨询和免费卫生指导。”郑州

市妇幼保健院婚检项目负责人刘改红
介绍说，在婚姻登记前3个月或者登记
后1个月内，都可进行免费婚检。

“婚检不同于体检。婚检重点关注
男女双方可能患有的影响结婚和生育的
疾病,有关传染性疾病及生殖系统疾病
的检查项目，可以避免一些不适当的婚
育，对一些影响婚育的疾病进行防治和
指导，从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此外，专
家能够为准新人提供预防生殖道感染及
性传播疾病、合理避孕、优生优育等多方
面的卫生保健知识，这对于夫妻健康生
活也是非常必要的。”刘改红表示。

优化流程 倡导主动婚检

据了解，我省每年有 80万对至 90

万对新婚夫妇。根据省卫计委相关数
据显示，我省 2015年婚检率为 74.9%，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2个百分点。

“第二季度有 599 对新人登记，实
际上有520对新人进行了婚检，婚检率
一直在不断提升。”郑州市惠济区卫计
委一位负责人表示。

“除了好的政策外，自愿婚检更要优
化服务流程。一是要通过婚检婚姻登记
一站式服务、婚检孕检系列套餐服务等手
段，引导新婚人群参与。二要加强卫生服
务机构与民政部门之间的协调，利用婚姻
登记网络等平台宣传婚检信息，方便群众
对婚检相关政策与知识获取。此外，要加
大婚前医学保健的宣传，提高大家对婚检
的重视，把免费婚检这件好事真正办好，
让更多人受益。”冯光荣建议。③5

免费婚检，如何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