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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北京户口奖励农民工两头不是

“包下一座山”的本该是学校

回应质疑是壹基金的最好广告

“光脚布鞋院士”的本分最值得学习

“像做梦一样”，

3

位农民工近日获批

北京户口。 他们是家乡在河南扶沟县的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流管办管理员

李高峰， 家乡在山东巨野县的北京市保

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朱

良玉、 家乡在河北平泉县的北京市环境

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一清分公司班长

任晓云。他们有一个相同的身份“全国劳

动模范”。

无论如何 ， 该为

3

位农民工感到高

兴，恭喜他们在劳模的荣耀之外，终于得

了实惠。这是他们应得的。李高峰 ，志愿

捡垃圾捡了

8

年； 朱良玉， 当保安当了

17

年；任晓云，开垃圾车开了

15

年。尽管诸多

荣誉加身，他们变得越来越“主流”，但他

们凭着一无所有的出身、 从事着最脏最

累的职业，走过了漫长曲折的“支流”。政

府的表彰证明， 最普通的劳动者也可以

获得无上荣誉。

人们说他们中了大奖。 鉴于北京户

口含金量大、 资源稀缺， 这说法并不夸

张。据测算，附着在北京户口上有

80

余项

福利，单就买房和教育两项，就值

54

万元，

再算上诸多社会保障内容， 一个北京户

口的绑定利益超过百万元。

就像买彩票的多、中大奖的少，常住

北京的

800

万外来人口，鲜有他们

3

位那么

好的“运气”。近年连大学毕业生都叹一

“纸”难求，在各种提高进京门槛的论调

中，普通农民工身无长物，基本上算是被

拒不商量的对象。

农民工如何获得与本地人平等享受

市民权利的机会？别无他法，唯有比别人

付出更多，或者在道德上高于常人。网上

流传的入户北京方法论，有人说“见义勇

为运气好的话是可以拿到北京户口的 ，

但几率比中五百万还小”。这几乎是要人

拿命来搏。

一些人生而有之的权利， 另一些人

必须作出超乎常人的努力， 还要碰上超

乎寻常的运气， 这是户籍政策长期被指

不公的原因。奖励入户，对于

3

位农民工

是好事， 但对他们身后成千上万的农民

工而言，则无甚意义，如同五百万大奖对

于广大彩民一样遥不可及。

甚至可以说，拿户口奖励农民工，等

于承认并加剧了户籍权利不公的现实 。

有了北京户口的好处是， 任晓云

10

岁的

孩子可以来北京上学了， 李高峰

15

岁的

孩子不用回老家上高中考大学了———事

实上，外来农民工子女免借读费入学、异

地高考本身就是已实现或正在实现的国

民权利。

外来人口获得市民权利， 不应像中

大奖那么难。

3

位外来农民工在京工作的

超长服务期、踏实的贡献，本身就值得这

个城市的褒奖， 早就应该享受一视同仁

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

用户口作为奖励，两头不是：一是用

错户口，二是枉为奖励。户口作为公民权

利，不可用于恩赐；而奖励的目的是为了

激发后进，但中大奖似的奖励能证明的只

是运气，鼓励同人努力的作用似乎不大。

最近有个叫“甜妈”的网友很火，

网上熟悉她的人都喊她“疯妈”：孩子

写作文《桃花》，却不知道桃花长什么

样、 是什么味道，“女儿对大自然太陌

生了”，于是她索性在重庆市北碚区乡

下包下一座山，山上有果树，有蔬菜，

有野草。“我想让这里成为女儿的成长

基地，让她在这里除草、种植、挖土豆，

近距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

乍一看， 这位叫甘霖的妈妈确实够

疯狂，为了让女儿写好作文，竟然去乡下

承包一座山；可细一想，这位妈妈的行动

确实令人感动———不只是感动于她对女

儿的爱，更感动于她的教育方式和理念。

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产物，或

者说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亲近自然、认

识自然、热爱自然既是人类的天性，也

应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可

如今， 城里的孩子成天被关在教室里

埋头苦读， 看到的是高楼大厦组成的

“城市森林”， 大自然对于他们是无比

的陌生和遥远。 不知道桃花长什么样

的城里孩子何其多，当他们学习“人面

桃花相映红”这样的古诗时，可能会产

生隔膜感；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孩

子，想必难以真正理解“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这样的千古绝唱。

显然，甘霖女士包下一座山，不只

是为了让女儿写好一篇作文， 更不只

是为了让女儿闻闻桃花的味道， 而是

要把这座山当做女儿的 “成长基地”，

让女儿和她的小伙伴们在这里补上自

然教育课。“我会让孩子们进行农耕体

验，请当地的农民当老师，教他们每种

蔬菜或植物什么季节播种， 什么时候

除草、收割，整个过程孩子们都要亲自

参与。”甘霖说，遇到自然灾害、收成不

好， 她会告诉孩子们农作物是靠天吃

饭的，天气好坏决定产量，这又是新知

识……我大段引用甘霖的话， 是想让

诸位读者看看， 这位妈妈包下一座山

的“疯狂”举动其实是很理智的。

当然， 承包一座山花费不菲，“疯

妈”的教育方式和理念需要大量金钱支

撑，非一般家庭可以仿效。正因如此，我

认为包下一座山的本该是学校或教育

部门， 给学生上自然教育课的责任，也

本该由学校和教育部门承担。包下一座

山一年可能需要几万、十几万元，学校

和教育部门完全有能力承担，何况无须

每个学校包下一座山，几个学校联合承

包或者一个区（县）的教育部门包下一

座山，就能够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自

然教育基地”。 即使不包下一座山作为

“自然教育基地”，也要通过其他方式多

让学生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认识

大自然，在此过程中增长知识、放松身

心、磨炼意识、接受美的熏陶、增进同学

情谊，其教学效果定然好于把学生关在

教室里上《自然》课。

确实， 这样的自然教育不是升学

考试的内容， 学校和教育部门或许没

有积极性。可是，连“疯妈”等家长都意

识到自然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不可或

缺， 为什么学校和教育部门反倒意识

不到或不重视？“疯妈” 自己包下一座

山对女儿进行自然教育， 可以说是对

当前学校教育方式和理念的拷问乃至

抨击， 她以这种夸张的方式将学校教

育的缺陷暴露出来， 表达着对学校教

育的不满。这大概是母亲“包山教女”

的最大价值，也是最值得思考之处。

在雅安地震一周年之际，壹基金在地

震捐款使用上被指责拨付率低，使用不透

明，实名认证微博“四月网”甚至质疑李连

杰“贪污捐款三个亿”。前日，李连杰通过

微博调侃道：“请大家帮忙想想如何贪污

这三亿元。”日前壹基金已向“四月网”发

出律师函，要求对方在原传播范围内澄清

事实、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李连杰的调侃，充满了好人做好事却

被冤枉的委屈，但这种娱乐化的回应方式

值得商榷。李连杰有两种身份，一种身份

是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一种身份是壹基

金创始人和壹基金理事会理事。这两个身

份本来并不冲突，甚至相得益彰———其明

星身份成为壹基金的形象广告。 但是，当

李连杰以明星身份的娱乐态度，而不是以

壹基金创始人和理事的严肃态度，来回应

外界质疑， 这就造成了身份的错位和冲

突，未必能带来正面效应。事实上，就此事

而言，正面回应质疑也许会成为壹基金最

好的形象广告。

“四月网”通过壹基金“接受近

4

亿捐

款仅拨付

9％

”的计算，质疑李连杰“贪污

3

亿”，的确很没有道理。《基金会管理条例》

的确有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

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

总收入的

70%

”， 但灾后重建的情况比较

特殊。事实上，就国内

219

家基金会的地震

募款情况而言，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比比

皆是。壹基金看起来钱花得最慢，恰恰反

映其要“慢工出细活”，把“每分钱花在刀

刃上”的严谨态度。不过也要看到，这种质

疑背后， 其实是公众对慈善组织信息公

开、阳光运作的诉求。他们关心捐的钱都

怎么花，花到哪里去了。对这样的诉求，显

然无法用娱乐化的态度来回应。

李连杰调侃的内容， 如果换个说法，

其实就是壹基金的特点和优点。 比如，他

说自己没有财务章和签字权，这意味着严

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他又称，理事会成员

是马化腾、马云、王石、柳传志这样的企业

家，说明壹基金在慈善事业中引入企业家

精神。问题是他说他们个个身家亿万不屑

于贪污， 无形中制造了富豪与公众的对

立。实际上，作为中国最好的慈善基金会，

外界质疑未必是坏事。 因为越是不怕质

疑，越能回应质疑，就越能赢得公众信任。

每一次质疑，每一次回应，都是壹基金最

好的形象广告。

中科院院士李小文老先生这次应该

是躺着中的枪。

2009

年的报道和照片，将

今年算来已

68

岁的他，以与其风格极端相

反的方式，推到了人声鼎沸处。有限的图

片和文字被人们反复揣摩解析，仿佛通过

这一时一刻一段采访的了解，就能通晓他

长达

68

年的人生、性格乃至品质。

这是一个造星的年代，但其实也是一

个“造大师”的年代 ，都是出于民意的需

求。以前明星稀缺，现在大师罕见，所以一

个符合社会心理潜意识需求的“李小文老

先生”应运而生。这并非否认李先生不是

网友们评价的那般高大上，而是经由网友

们各取所需的“臆测”中，看出他们渴望的

大师形象：真实不虚假，诚实不虚飘，自然

不做作，知性不糊涂。其光脚布鞋及每天

一斤二锅头的魏晋风流，和率领的科研团

队拥有国际领先地位的巨大反差，无一不

命中了当下人们在物质裹挟下最缺乏的

率直天性和专业专注。

但是，物极必反。如果网络舆论将“李

小文老先生”极端化，结局将必然使其缺

乏效仿性而变成“神一样的存在”，这也并

不能让期待他成为社会榜样的公众满意。

所以，我们必须对脱离真实的夸大的飘扬

保持警惕，如果过于夸大他异于常人的穿

着，过于升华其敬业精神和为国争光的态

度不无裨益。“我这个人随性，但不懒散。”

“我没什么大志向。”“我没有别人那种要

回国大展身手、报效祖国的觉悟。”也更远

离了他最可贵的品质：真实，“我做课题的

原则就是对得起这个课题， 能够交差，更

高的标准我真的没有。”……

现实中， 我们所见往往不尽真实，所

以，才容易因榜样突然曝露其并不为人知

的另一面而失望，或者由于榜样过于完美

以至于根本不适合真实人类学习。李老先

生的爆红，是一种逆袭，他不加掩饰的真

实， 让人们发现了榜样其实可以亲切如

是，有所为，也有所不能为，可以不必参照

社会评价标准，不用事事争第一，不用把

挣钱当唯一，一切只需尽到本分。

这就是李小文先生爆红的最大价值。

当然， 这不包括他在专业领域的价值，而

是他在不经意间， 引领人们拨开迷雾，学

习真实生活的榜样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