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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30

日，中科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张仁健课题组对外公布 ，对

北京地区

PM2.5

化学组成及源解析季节

变化研究发现， 北京

PM2.5

有

6

个重要来

源，分别是土壤尘、燃煤、生物质燃烧、汽

车尾气与垃圾焚烧、 工业污染和二次无

机气溶胶 ， 这些源的平均贡献分别为

15%

、

18%

、

12%

、

4%

、

25%

和

26%

。

这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京“汽车

尾气与垃圾焚烧” 对雾霾的贡献值只有

4%

。而此前，众多专家和研究报告均称机

动车尾气是北京雾霾天的首因。 针对这

份结论，有专家表示，机动车排放是大气

污染主要来源毋庸置疑。 环境保护部监

测司副司长朱建平则表示：“老实说 ，中

科院结果是怎么出来的，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也说不清楚雾霾的产生到底有哪些

贡献源。”

雾霾已成灾， 专家们还在争议污染

的构成以及究竟谁是罪魁祸首， 而环保

部的官员则是一句 “不清楚 ”，这让人感

到雾霾成了一笔糊涂账。 各地已开始大

张旗鼓地治理雾霾了， 但人们还没有把

雾霾产生的真正源头或者说最主要的源

头找到， 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治理又能

有多少把握呢？

要解决问题必先真实地面对问题 。

对雾霾治理，很多地方将其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 ，这在国内特殊的语境中 ，意味

着高度重视和压倒很多方面的优先性 ，

它确保了治理雾霾的力度。 但同时，治

理雾霾更是一项科学任务， 必须尊重事

实和规律。

显然 ，在机动车尾气是不是雾霾产

生的首因这一争议的背后 ，隐含着某种

责任划分。 如果机动车成为替罪羊 ，那

么那些重污染企业 、盲目的招商引资政

策、 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做法等等 ，就

会躲过舆论的批评和事后的严厉纠偏 。

这种责任划分，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考量

而非科学考量 。但对治理雾霾 ，如果政

治考量与科学考量不一致 ，就可能会导

致很糟糕很不公平的结果 。不该担主责

的私家车主很可能成为雾霾的主要受

谴者和买单者， 而真正的责任人却躲在

了一边。

其实 ，即便缺乏精准的科学结论 ，

人们也都能认识到 ， 雾霾是诸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产物 ，它与工业污染 、城市

的盲目扩张 、居民取暖 、机动车都有关

系 。看似原因纷繁复杂 ，但背后的主线

却非常清晰，就是过去过于注重经济发

展而忽略了因而带来的环境影响 。很多

事情都有利有弊 ，经济高速发展往往伴

随着环境的巨大付出 。对某些发展失误

的追责还是其次的 ，但当下认真的反思

和改过却极为重要。所以，对雾霾 ，应该

拿出科学的精神和面对真相的勇气 ，找

准主要矛盾。这种精神和勇气蕴含着真

正能够改变的力量 。与此相对 ，人们了

解了真相 ， 也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共同

体 ，一起面对 ，一起努力 ，一起参与到

改变中去 。

近日网友评出年度最伤人聊天词

汇，没有之一，就是“呵呵”。“呵呵”这个

词，作为网络和短信聊天中使用相当频

繁的一个词，你一定没少用过。它从最

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演化得 “意味深

长”。有网友声称，在平时生活中，这个

词只有一个用处，用来以最大的效果激

怒对方，践踏对方全部的热情。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12

届毕业生

汪奎，曾以《网络会话中“呵呵”的功能研

究》为题，撰写了自己的硕士论文。网络聊

天中的一句“呵呵”，竟能登上学术研究的

大雅之堂，这可能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呵呵”虽说只是个语气词，但背后

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潜台词， 这个词值

得中文系的学生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

也值得社会学研究者从中看出人情社会

的变迁。

有一句话，在网上流传很久了———

“流言止于智者，聊天止于呵呵”。如今

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多在朋友圈里为

对方的靓照点个赞，在微博上给别人晒

的美食给一句好评， 或是过年过节时，

给

QQ

好友通讯录群发一句新年快乐。

发短信拜年的， 较之以往都少了许多，

更别提拿起电话，听听对方的声音了。

认为“呵呵”背后是回不去的乡土

中国，绝非为赋新词强说愁。费孝通先

生笔下的 “乡土中国 ”，并非具体的中

国社会的素描， 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

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有的体

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维

系着私人的道德，到礼治秩序，再到血

缘和地缘，这正像是我们曾经从小生长

起来的环境。

生活在老北京四合院里的人们，都

有浓重的乡里情节，谁家有事都会互相

有个照应。东家长西家短中，不止是互

通信息的有无， 更是互相关爱的基础。

试问， 你和邻居家二大妈聊天的时候，

会用一句“呵呵”来回应吗？

现代人之所以总喜欢说“呵呵”，多

半是为了化解聊天时的尴尬与自嘲。无

话可说时，“呵呵” 成了最佳的替代品。

而这种无话可说的背后是人们之间人

际关系的逐渐陌生化。 人们常常调侃，

女神面对备胎屌丝，经常说“呵呵”，其

实人们面对许多未联系的熟人的问答，

也只能用一句“呵呵”来化解。

曾经的乡土中国， 人们的人际关

系， 从出生的一刻就大致固定了下来。

老邻居是三五十年不变的亲朋， 老同

学是幼儿园起的挚友， 父辈的叔叔阿

姨看着自己长大， 而自己的孩子也和

邻居家的小朋友自然打成一片。 人情

社会在那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

现代社会的到来， 迁徙成了中国社会

变迁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便没到乡音未

改鬓毛衰的时候，或许你儿时的小伙伴

们已经纷纷离开故乡，到其他地方去寻

找自己的梦想。

而现代都市里的人际关系更加趋

于冰冷和格式化，面对曾经故友逐渐变

为路人，人们交际的圈子越来越限于家

庭的小范围，可独生子女政策下越来越

小的家庭，也让能说一句知心话的人越

来越少。试问，面对这样一种现实，除一

句“呵呵”，谁能解忧？

回不去的乡土中国，是城镇化变迁

中必然的结果；而留不住的人情，停不

下的“呵呵”，却未必是人们真正想要看

到的，明天的中国。

房屋租售
●中小企业园地铁现房82688866求租求购
●求购医药公司15102809158写字间租赁
●科华北路宏地大厦租85242558

营业房
●酒店招承包31间15528060624

酒楼·茶楼转让
●西体酒楼旺铺转13980996579
●西门金沙遗址旁盈利中高档会
所优转13036671580王
●新装大型咖啡厅（带棋牌包间）
转让或联营，13350884560
●新装茶楼优/急转13908275461
●光华村600平酒楼15828385868
●营门口独栋茶楼13558697077
●资阳市中心主题酒店转让，价
格特优，电话15881870555
●豪华温泉洗浴会所3000平转让
或寻合作13666235763
●千平茶楼优转13808073530
●交大千平茶楼转13981943859

●市内盈利KTV转让13348824083
●双流成双大道营业中酒店5000
平低价转让18981952901
●转2千平华阳酒楼15308047940
●四千万亏售大型乡村酒店，另
低售电梯纯商物业13880341588
●高笋塘680茶楼转18011590313
●转酒店茶府90万15184448888餐馆转让
●青羊大道底楼300平餐饮旺铺
寻特色餐饮联营13308181579
●王府井旁300火锅13547887287
●十字路口火锅转18908214935
●西优转500平火锅13708188419
●东门900平旺餐转13550286779

●租或转餐馆.茶楼81835669
●转青羊769平火锅13688389299
●内双楠500中餐转18980615397
●芳草街600平火锅13981839316
●大石路70平餐转13408571512
●东门万达广场旁400平寻有餐饮
意向者联营或转13981859266
●中餐馆转让或租13308229628
●东门950平火锅转18190757193
●转火锅店300平13699013238
●千盛龙湖旁400平13551198781
●沙湾旁840平餐转13808219468
●简阳火锅230平转18048896768
●外双楠一楼门面新装火锅店招
租。电话18683717688店铺
●郊县大型火锅店、咖啡厅转让、
转租或寻求合作18140033168
●太升三门面50万13808011866
●转双流县城中心2000平在营歌

城全新装好口岸13709062136
●金花2楼旺铺转让13882226197
●转金沙休闲会所13882108326
●府城道丽都路招13348845278厂房租售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15000
平出租,水电气齐备15882044508
●北新仓库2万平13980652583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青白江厂售证齐13808173991

●新津厂房出租15198188558蒋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邻
青白江八大市场，4008036599
●郫县厂房出租18980885393
●温江厂房出租13540202112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成都市青白江佳飞市场旁4万平
米库房出租13981755666。

●厂房租售寻合作13618386000
●龙泉柏合厂房租13808053508
●带蒸汽钢构厂房租售84916999
●石羊场库房厂租15982135075
●淮口工业园标准厂房9000平米
联系电话：15982829180王先生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转都江堰商业地13348950679
●建筑工程寻总包，垫资和抵房
或其他形式分包13550033073
●优质教育资源寻院系合作办学
招生教育投资等13880340698
●大药房带执照转13982298886

●打火机对外联办分厂67803617
●高新西区保利欧式风情街商铺
火热招商13320999004

●高利润发热体寻合作61863794院校招生
省建设厅电大建筑专业招生

本科：土木工程/专科：建筑施工/
工程造价/开放教育（免成人高
考）中专1年：建筑工程施工/人南
四段省建设厅11楼85538828空调修移
●成百厂家修移加氟86629948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全自动麻将桌
●飞针麻将寻合作1355181835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任意机麻拿好牌13551350444
●普通机麻拿好牌13882077444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彩板·钢构
●活动房轻钢大棚13982087779疏通管道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
●85555458抽运化粪池87762682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疏管掏粪
●84315886汽车通抽83382663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
●玛利管道工专业疏管87308888
●84553337抽掏粪疏管85135310防水·堵漏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灵堂棚公墓86276116

2014

年第一期“新闻联播”引发了网

友热烈讨论， 这档一向被誉为央视最严

肃的节目在结尾时玩起了“浪漫”。元旦

当晚的新闻联播， 在最后播放了一段全

国各地新年日出景象的风光片， 主播康

辉的画外音适时响起：“朋友们都在说，

2013

就是爱你一生，

2014

就是爱你一世，

那就让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传承一生一世

的爱和正能量吧！”

不论是主播面孔的“小清新”，还是

新增连线直播和在线评论，抑或是“爱你

一生一世”的卖萌结尾，一向以“严肃、正

统、权威”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正悄然

发生着变化。 新闻联播卖萌之所以引发

广泛关注， 根源于观众对节目创新的需

求———即使是细节上小小的变革， 也能

触动观众渴望创新的敏感神经。

在眼球效应时代，如何吸引观众的注

意力，成为一个现实考题。转型的挑战，创

新的压力， 考验着每一个媒体从业者。与

模式化、 刻板化的新闻播报相比，“卖萌”

让观众看到了新闻主播的另一面：他们不

仅有专业技能，也有公共情怀；他们不是

一个空洞的符号和抽象的标签，而是也有

感情的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真诚的态度、 真实的力量是艺术的

第一要义，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观众，

只有自己相信才能说服观众。“爱你一生

一世”的卖萌结尾，有助于缩短新闻联播

与受众的距离感和隔阂感， 增强电视节

目的亲和力，提升节目社会认同。

新闻联播卖萌的背后， 是观念的转

变、价值排序的重塑和人文关怀的重振。

伴随着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从单一化向

多元化转型， 电视节目创作也必须打破

成规。 如果电视节目创作依然在陈词滥

调中打转，依然在改革创新中踌躇不前，

依然在批评质疑中自说自话， 观众自然

会“用脚投票”，离你而去。

事实上，不仅是电视节目，报刊上的

亲和力创新也不时进入公众视线，譬如

“给力”“拼爹”“屌丝” 等网络流行词汇

就先后登上人民日报。正如人民日报社

社长张研农所言 ，“我们深知只有不断

改革创新 、始终与时俱进 ，才能实现价

值 、起到作用 、受到尊重 ”。从这个角度

说 ，新闻联播卖萌 ，既是亲和力创新的

产物， 也是对观众利益诉求和情感需要

的回应与尊重。

2014

年元旦，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

意见》，明确禁止东部高校到中西部高校

挖人才。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

2008

年闹得沸沸

扬扬的贺卫方出走北大事件， 满天飞的

大小道消息，从“获邀赴浙大以期共同实

现教授治校的理想”，到“辞去北大教职

却被浙大拒收 ， 处于无单位的尴尬境

地”，再到“赋闲多日后支教新疆两年”，

及最终“回归北大”……其间真实原因一

直语焉不详，但南飞不成后的辗转流离，

一个全国知名学者“自由流动”的艰难迁

徙，足以让人感受到“潜规则”的强大甚

至无赖。更别说，今天，要眼看着昔日尚

且遮遮掩掩的“潜规则”变成“明规则”，

这样明显有违市场法则的行政规定，岂

不更容易令人才从 “恨得百瓜挠心”而

“终至心寒意凉”，最终泯然众人。

当然， 教育部新规初衷是替西部地

区着想，可谓用心良苦。但实际效果呢，

恐怕会帮倒忙 。而且 ，规定中还出现了

多处自相矛盾 ：前一句称 “全面实行公

开招聘制度 ，坚持 “双方自愿 、平等协

商 、程序规范 、手续完备 ”的原则 ，促进

人才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后一句便是

“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长江

学者”，“双方自愿”瞬间不攻自破；一边

说 “因学校责任导致合同终止的 ，不得

以扣压档案等形式阻止人才流动 ”，一

边又禁止采取 “不要人事档案、 不要户

口、不要流动手续”或另建人事档案的违

规做法招揽和引进全职人才……

为平衡东西部发展， 国家提出了西

部大开发战略， 不仅各部委出政策出资

金，西部各省市也都努力拿出诚意，争引

人才西进。时至今日，中西部已凭借其资

源丰富、景色丰美、条件丰厚和多年的发

展， 在某些领域具备了和东部省市一较

高下的实力和机遇。 这其中当然有政策

优惠和政府服务的吸引， 但很大程度上

也是得益于那些市场化的手段， 有给人

才实现其高远理想和抱负的长远预期

……相较之下，教育部的上述禁令，却明

显有违市场规律。

归根结底，要真正保护人才，最好的

方法就是给予他们最基本的尊重， 保护

其自由流动的权利。 否则，“人在曹营心

在汉”的情况，势必难免。

高校人才只准西进不准东流有悖市场原则

□

曾茜 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