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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农村版 2013年12月26日 星期四4 编辑∶孙雅琳 电话：0371-65795710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魏静敏 校对∶段俊韶深读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社彩印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35号 全年定价258元 零售价1.20元

挖掘新闻深度 延伸阅读空间

“该不该过圣诞节”
洋节受热捧反衬传统节日遇冷

眼下看来，不仅是圣诞节，其

他来自西方的节日如情人节、母亲

节等，中国人一样过得有滋有味。

每至2月 14日花店里玫瑰花热

卖，巧克力销量大涨。万圣节等较

为“专业”的节日，在中国也逐渐风

行；一些中国传统节日如腊八节、

中秋节却大有被“淡化”的趋势。

这种现象曾引起担忧：中国传统节

日会被“洋节”取代吗？

提及这种担忧，萧放说，这是

一种正常文化现象，可算是西方

节日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此前西

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对而言，

在文化方面影响力较大，因此一

些年轻人会对类似‘圣诞节’等西

方文化感到时尚与新奇。这只是

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其实外国人

也会过春节之类的中国节日。”萧

放笑言。

或许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共

享与互相欣赏已成为常态。萧放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首先

应做到珍惜自身传统文化，不能一

味迎合西方。而把西方文化中一

些有益成分作为欣赏对象，也未尝

不可。

展望中国传统节日的未来，

萧放称，传统节日不可能被“洋节”

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已有

几千年，根基深厚。中国人对之也

具有特殊情节，有责任心把这种传

统传下去。随着中国的强大，文化

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目前看来，

可能的趋势是把西方一些节日文

化融入到中国文化中。”

据萧放分析，中国节日形成

的历史上，便曾有与佛教有关的节

日，如盂兰盆节，被吸收、发展为现

今中国节日体系的一部分。因此，

对“洋节”盛行不必过分忧虑。

据中国新闻网

“洋节入侵”？
专家：传统节日不可能被其取代

国人热衷过“圣诞节”的现象

一度引发争论。一名高校教授表

示，作为中国人不应盲目追捧圣诞

节等，而应更推崇中华民族的传统

节日文化。部分网民也抱支持态

度，认为中国人越来越关注外来的

洋节而忽略了传统节日，是新时代

的数典忘祖。

然而，更多的是一片反对

声。不少人说，他们并不在乎圣诞

节有何内涵，而是希望在忙碌的工

作之余，有一个合适的节日放松身

心。他们坦言，没有宗教信仰并不

妨碍他们过一个欢乐的圣诞节。

“现在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

大。有这样一个节日能够舒缓工

作压力、与朋友共同娱乐，大家都

乐意接受。”供职于某外企的张小

姐说。

据萧放介绍，眼下中国传统

节日的影响确实在变小，现代化生

活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传统文化

长期被淡忘，仅在近几年才重新得

到重视。萧放认为，政府、媒体、学

者乃至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维护

复兴传统节日，把自己的文化传承

好，这是一种义务：“同时把我们节

日文化中的精华总结出来，适当加

以改良创新，相信对年轻人同样具

有吸引力。”

谈及具体做法，萧放建议在

传统节日中适当增加一些与时代

贴近的元素，如游戏、娱乐成分，使

之变得更有吸引力，更好玩儿。

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节日，

又称耶诞节，译名为“基督弥撒”，

具有宗教性质。萧放说，在西方起

先并无“圣诞节”之称，待宗教文化

发展起来后，才变为一个宗教节

日。因其靠近岁尾，也可算作“年

节”，过节方式含有很多辞旧迎新

的内容。此时，西方国家的商店、

餐馆均不营业，人们放下工作回家

与亲友团聚、吃饭，或者去教堂。

近年来中国人将圣诞节过得

有声有色：早在圣诞来临之前，网

上各种关于过圣诞的兴趣小组层

出不穷；商场门前摆好圣诞树，店

员一袭“圣诞老人”的红装；年轻人

则兴致勃勃挑选各种圣诞礼物，节

日气氛不可谓不浓。但很多热衷

于此的人既无基督教信仰，也根本

不知道圣诞节从何而来，他们感兴

趣的或许只是西方式的过节气氛。

对此，萧放首先表示，现在中

国人过的是“变味儿”的圣诞节，已

经不具备西方传统意义，而是经过

了改造，融入了国人特有的过节方

式。在萧放看来，圣诞节在国内已

经变为一个年轻人社交、狂欢的社

会性节日。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

人的传统节日较注重家庭，缺乏社

会节日有关，很多人希望有新的节

日来弥补这些不足之处。

12月25日是西方传统宗教节日圣诞节。早在
圣诞节来临前两周，国内街头便已充满了浓郁的节
日气氛：大型商场门口摆好圣诞树，年轻人兴高采烈
互赠礼物。这不仅让人想起两个月前颇为“冷清”的
重阳节。“该不该过圣诞节”的争议再次回到人们视
线，甚至有人因此表示对传统节日的担忧。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民俗学家萧放表示，这可算是西方节日
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正常文化现象，不必过
分忧虑。他说：“我们要做的是自觉维护、复兴传统
节日，同时总结其中的精华，适当加以改良创新，相
信对年轻人同样具有吸引力。”

国人热衷过圣诞节惹争议
原因或为缓解工作压力

A

除了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新闻

外，这几天与官员有关的新闻还有很多。比

如，行政诉讼法在颁布实施20多年之后面临

首次大修：行政机关将不得干预、阻碍法院

立案；将扩大受案范围，可口头起诉；异地管

辖后，有望减少行政机关干预审判；不执行

法院判决的，可拘留行政官员。日前出台的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整改方案》明确规定：各部门召开

本系统全省性工作会议，每年不超过1次；省

委书记、省长出国（境）每年不超过1次等。

这些新闻都与官有关，都给官员戴上了“紧

箍咒”。受此影响，很多官员感慨，现在官不

好当了、当官没意思了，甚至有些官员还生

出不小的怨气，将此称为“官不聊生”。

有人讲，“官不聊生”是一种进步。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就认为，“官不聊生”是

判断发达还是不发达的一个标志。这一方

面说明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反“四风”的成

效开始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过去

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相对较松，使一些官员

把滥用公权力当作家常便饭。随着权力一

步步被关进笼子，估计还会有更多的官员觉

得不自在。

但是，“官不聊生”这一用词很不准确，

而且有点矫情。现在的情况真到了“官不聊

生”的地步吗？分析这两天的几则新闻，整

治“会所中的歪风”，指向的是奢侈浪费甚至

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诉法大修，对准的

是“民告官”中一些不合理现象；对出国进行

限制，针对的是社会热议的“三公支出”……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些新闻对应的内容都

是不该发生的，都是老百姓反响强烈的，都

是影响党和政府健康形象的，都是与现代政

治要求相背离的。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尊重法律

尊重民意，这些本来都是官员应该做到的。

一个官员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才有资格为

官，做不到这些根本就没有资格为官。某种

意义上说，这和道德领域一个公民不偷不抢

不讹人、市场领域一个企业不黑不诈不昧良

心差不多，这只是一种底线要求。达到这个

要求，未必饿死人；达不到这个要求，必然依

法惩处。事实上，按照德能勤绩的标准，对

照身上肩负的责任，官员需要做的还有很

多。现在权力刚开始被关进笼子里，便觉得

不爽不安，就担心“幸福时光”一去不返，恰

恰说明一些官员有着不健康的权力观。

“会所中的歪风”非治不可，“公费出国”不

管不行，“畅通民告官”势在必行……不是官不

好当而是本就该这样，不是“官不聊生”而是为

官常态。“官不聊生”是进步，但现在还远没到

这一步。把这理解成“官不聊生”，感慨“官不

好当”，这不是矫情又是什么？必须看到，随着

反腐败不断深入、反浪费不断加码，权力一步

步被关进制度笼子，官员要做的还有很多。即

使如此，依然只是底线，并非拔高要求。

“单独两孩”政策是一个“历

史性的动作”，意味着独生子女政

策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从长远来

看，本次“单独两孩”政策是为普

遍两孩政策启动，甚至未来城乡

政策基本统一积累经验，创造条

件，这只是第一步。”陆杰华认为，

从“单独两孩”政策，到未来有可

能实现的普遍两孩政策之间的路

有多长，还要看第一步走得是否

稳健。

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

委员、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

振武也认为，按照“单独两孩”政

策，符合条件的夫妇如果生了两个

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却只能生育一

个孩子，人口结构将会变成怪异的

“葫芦型”，必定难以持续。因此他

也认为，单独两孩注定只是一个过

渡，全面放开两孩则应该是下一步

的计生改革方向。

据《京华时报》

解读

远没到“官不聊生”这一步
□毛建国

“单独两孩”只是过渡?
卫计委：“单独两孩”为“普遍两孩”探路

12月 23 日，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
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的决议草案。国家卫
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
示，实施“单独两孩”
政策，可为今后进一
步调整完善生育政
策，逐步实现城乡、区
域、民族间生育政策
的基本统一积累经
验。

受国务院委托，卫计委主任李斌就关于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草案向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作说明。

李斌说，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

发生了重要变化。我国低生育水平稳中趋

降。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将

继续下降，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

影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她说，我国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而人口老龄

化速度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近

20 年来一直在 115 以上，2012 年仍高达

117.7。

李斌提出，适应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形势，尊重人口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

众期盼，有必要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当前，我

国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劳动力资源比较丰

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条

件成熟、时机有利。

2008年以来，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原国

家人口计生委启动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研

究和准备工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调

查研究，进行了多方案的比选，征求了多部

门的意见。

今年3月以来，按照中央要求，国家卫

生计生委进一步深化研究，完善方案。国务

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

局会议先后专题讨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工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调整完善生

育政策的决策部署，明确要求“坚持计划生育

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

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卫计委起草了草案。草案已经国务院

批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

决议草案提出，各地要遵循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认

真做好人口形势、计划生育工作基础以及政

策实施风险的评估工作，并由省级人大或其

常委会通过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作

出专门规定的方式，依法实施“单独两孩”政

策。

决议草案提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坚持党政“一

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基

础工作，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的力

度，广泛宣传基本国情、基本国策，引导群众

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依法查处违法生育行

为。

李斌说，预计政策调整后，今后一个

时期出生人口将适当增加。2015年总人

口在13.8亿人以内，不会超过13.9亿人的

“十二五”规划控制目标，也不会突破国家

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

她还表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不

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以及教育等基本公共

服务造成大的压力。我国资源配置规划

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

后总人口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作为基数

制定的。

李斌指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可

以为今后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逐步

实现城乡、区域、民族间生育政策的基本

统一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

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是要长期坚持的，

但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调整完善

生育政策并不矛盾。

陆杰华指出，过去我们说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一些人理解是固定不变的，认为就是

城镇独生子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释放

了一个信号，就是比如我们现在说单独两孩

或者将来普遍生两个孩子也是计划生育基

本国策。也就是说计划生育并不意味着只

有独生是国策、少生是国策，按照法律规定

赋予的权利去生育才是国策的根本含义。

《决策》草案提出要坚持党政“一把

手”亲自抓、负总责，还要依法查处违法生

育行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也要加强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

本决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陆杰华指出，实务部门特别是基层部

门一定不能有误解，不能因为政策的调整

就放松计划生育工作。避免出现这种放

松带来的政策外生育集中增多。

央视新闻称，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明

年第一季度有关省、市、区将启动“单独两孩”

政策。符合政策夫妇可带户口本、身份证、结

婚证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材料到街道乡

镇计生办申请再生育。双方只需一方户口所

在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就可去申请。

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

文庄表示，各地人口计生部门正在组织开

展摸底调查，以全面摸清单独夫妇及其生

育子女情况的底数，做好人口形势、计划

生育工作基础以及政策实施风险的评估

工作，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下一

步，将由省级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修订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作出专门规定的方

式，依法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据介绍，北京、云南等地已启动了立

法程序，正在积极开展立法研究论证和协

调工作。

为什么调整生育政策？

B 决议起草
经过哪些过程？

C“单独两孩”政策草案
主要内容是什么？

D 新政会导致人口激增吗？

是否意味着放松计划生育？
“单独两孩”也是计划生育

●总人口 2015年总

人口在13.8亿人以内，不

会超过13.9亿人的“十二

五”规划控制目标。

●生育率 20世纪90

年代初，我国妇女总和生

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目前为1.5至1.6。

●劳动人口 2012

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

少，比上年减少345万人；

2023年以后，年均减少约

800万人。

●老龄人口 我国老

龄人口本世纪30年代初

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

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

到1/4。

●性别比 我国出生

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近

20年来一直在115以上，

2012年仍高达117.7。

新政何时能够实施？
最快明年初开始实施

新政会长期实行吗？
“单独两孩”只是一个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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