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二胎是一支潜力股
! !"#$%&%'

! ! ! !

我办公室就有三个!

!"

后"#完全符合

生二胎的国家标准#问他们想不想生二胎#

他们的回答基本一致$ 把一个养好就不错

了%我表妹因为第一胎养的是女孩#两边父

母都催着她再养一个#但她就是不松口%早

在
#""$

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做过!如

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 你愿不愿意

生两个孩子"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城

市地区也仅有
%&'

多的人有生二胎的意

愿% 如今这个比例显然要低得多%

其实不管是不是!

!"

后"#他们不肯

生二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生得

起#却养不起% 这个似乎不难理解% 现在

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是
%

$

(

$

)

# 如果生

二胎的话#就变成了
%

$

(

$

(

#一对夫妇承

担
*

个人的压力显然要大于
+

个人%

但在我看来#没钱#不仅不是不生二

胎的理由#反而应是生二胎的强大动力%

生孩子好比就是一场投资# 且是长远投

资#有投资就有产出#所以光盯着投资不

讲产出是短视的#也是极端自私的% 一#

养两个孩子的投资是养一个孩子的两

倍% 这个没错% 但产出不同样也是两倍

吗& 到你英雄迟暮# 两个孩子一块孝敬

你#跟一个孩子孝敬你能一样吗& 二#虽

说你生二胎现在的付出翻了倍# 但到了

你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他们的社会负担

却大大降低了% 因为你们夫妇是由两个

孩子共同赡养的%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

每个孩子都减少了一个人的赡养压力%

多养了一个孩子# 却少了两个人的赡养

压力#回报是不是也翻番了&三#生二胎#

还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目前独生子

女的成长和教育是个头疼的问题(#更有

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因为老龄

化问题#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经济连年

下滑(# 跟这些丰厚的隐形资产相比#生

二胎花的钱即使再多#也小巫见大巫%

无论于公还是于私# 生二胎都是投

资少回报率高的一支潜力股# 所以有条

件生二胎的夫妇都不要轻言!不"#不妨

先算算我上述这几笔经济账%

二胎难度“经济关”囊中羞涩“难产梦”
!

华靓

! ! ! !

!要不要生二胎呢& "当!

!&

后"的独

生子女从孤独童年摇身一变#步入社会#

成人父母#又被问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

们绝大多数回答了!

,-

"%

据近日)常州日报*一篇新闻显示$

!十一五"期间#我市户籍人口低生育水平

持续# 户籍人口年均出生率为
./+(!

#年

均自然增长率
&01!!

# 基本接近零增长#

我市新婚夫妇中约有
*&'2.&'

都符合政

策可以生二胎#但其中愿意生或者已经生

二胎的#只有
1&'

左右% 另上海一家媒体

调查
!#$

名上海市民显示$符合生育二胎

条件市民仅
)!0+'

愿多生一个%

按常理说#多生个孩子不是挺好吗&

对于孩子而言#孩子小时候有个伴#可以

减少孩子的孤独# 也可以避免独生子女

的性格缺陷#比如过于自我+不懂协作等

等#也可以培养孩子关心+宽容他人的性

格,对于父母而言#自古!膝下儿女满堂"

就是中国人最大的福气之一# 家里有两

个+三个小孩热热闹闹的谁不欢喜#另外

父母老了#如果有多个孩子#也会便于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也会免于

独生子女万一突发不幸# 父母只能孤苦

伶仃老无所终之境%

既然生二胎益处颇多#那么#绝大多

数人为何不愿再生+或不敢再生呢&

据上海一份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压

力太大和牵扯精力太多" 是不生二胎的

最主要两大理由# 其中竟有高达
!*0)'

父母表示!经济压力太大"%

那么#!经济压力"到底有多大呢&我

为此找了一组数据%

据中国社科院一份调研报告显示$

在中国
&2)*

岁孩子抚养总成本约为
#+

万元左右# 如果计算到上高等院校的家

庭支出'假设
#1

岁毕业(#那么抚养总成

本将高达
%!

万元%那么#

&2)*

岁每个孩

子每年抚养成本需
)0+*

万元 #

&2#1

岁

每个孩子每年需
#0&$

万元%

另据国家统计局
#&))

年
)

月公布

的数据显示$

#&)&

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

均总收入
#)&11

元,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

元%

因此# 假设人均收入和抚养成本年

均增长比例恒定# 那么城镇居民每年孩

子 抚 养 费 用 占 收 入 比 例 平 均 约 为

.%0#$'

# 农村居民则达不到平均抚养水

平#有些农村孩子只能处于!养而不育+

生而难教"的成长环境中%

看来#想生二胎的#要么是你很富#

生多少个都养得起+育得好,要么是你很

穷# 生多少个都只管生出来+ 不管教与

育% 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而

言# 算算一本本育儿经济账# 那只是个

!可望而不可生"的!难产梦"%

一夔已足
!

徐徐上升

! ! ! !

谈到要不要再生二胎的问题# 我突

然想到一个成语---一夔已足% 指只要

是真正的人才#有一个就足够了%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发现农民种庄

稼的一些奥秘#比如种棉花#一个坑里只

栽一棵#只要精心培育#这株棉花定会长

得高高大大#到了秋天便会棉开如雪% 对

于植棉来说#多株不如单株的好% 一个家

庭也是这样%如果有人说#富人可以多生#

因为富人有钱% 有钱只是一方面#你的精

力并不一定就比别人多#生而不教#不如

少生%我国早在唐朝就有人发现生育与穷

富的关系#民间诗人王梵志写诗说$!富儿

少男女#穷汉生一群% "就是这种现象%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我们国家为什么

迟迟不放开二胎政策# 就是基于这个前

提% 虽然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

二#但那受不了人均这样一分% 我们之所

以还不富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人口的压力太大#这一点想必世人皆知%

有人提出生二胎可以解决很多诸如

养老+今后就业人口不足等问题#其实这

些问题靠多生来解决# 那无异于隔靴搔

痒%以养老来说#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

们#只有走社会化养老之路#才能真正解

决这个问题#靠多生孩子#指望孩子来为

我们养老送终#这种想法是农业社会的#

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开放时代了% 还有人

认为现在就出现了招工荒# 今后更没有

人愿意从事脏累苦的工作了%这不要紧#

以前为什么我们什么事都干# 还不是因

为人多人穷# 我们现在在就业上有了更

多选择的机会#这是好事%其实工作不存

在有没有人干的问题#没人干的工作#报

酬必然会上升#那自然就有人干#这一点

不是靠多生人来解决#市场自会解决%再

说#今后就业人口不足这个问题#一靠科

技#二靠吸引国际劳动力来解决#我国现

在还是劳务输出大国#再过几年#我们的

人口数量降下来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吸

引其他国家的人来我国就业& 只要我们

真正富起来了#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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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招生为何一再
公然进行地域歧视？

! ! ! !

北京第一批一志愿录取工作已

经全部结束。北京大学招办发布的

信息显示，该校在京通过高考录取

总数达到
1$2

人，其中理科
!$3

人，

文科
$&1

人。加上此前录取的
42

名

保送生以及
11

名非通用语种考生，

录取学生总数为
155

人。而此前清

华招办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清华

通过高考录取北京学生
!%&

人，加

上保送生、文艺特长生、高水平运动

员和艺术类考生，共有约
4&&

名高

中毕业生进入清华，两校共在京录

取学生近
2&&

名。

有媒体对比北大今年与去年的

招生规模，得到北大在京扩招
1&6

———这已经是北大连续八年在京扩

招，而另一所名校复旦大学今年在京

的扩招幅度达到
2!.&36

。根据此前北

京发布的高考报名人数信息，今年北

京地区的高考报名人数进一步下降，

降幅为
3.!%6

，在考生人数下降的情

况下，名校录取人数增加，这无疑使

北京地区考生进入名校的几率大增。

名校在北京地区的扩招，十分

令人不解。因为从全国范围看，北京

地区的名校录取率和一本录取率已

经位列前茅（今年高达
!"#

），从教

育公平出发，舆论曾期待名校在北

京地区的招生规模，随北京地区生

源数下降，在保持录取比例不变的

情况下，同步下调，同时把“多余”出

来的招生名额，投向此前招生规模

很小的地区，以便缩小地区间的高

考录取资源不公平。而从现实看，名

校还是对北京等发达地区的考生青

睐有加，不但不减少招生规模，还进

一步增加。

很显然，名校并没有把教育公

平当回事，这种做法，可能与名校的

“生源质量观”有关。近日，复旦大学

教授冯玮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

访时，针对记者的提问“就是说上海

第
3&&

名的考生和湖北第
3

名的考

生，能力水平差不多？”回答说，“未

见得比他差。举个例子，野生的鱼还

是养殖的鱼更具有生命力？上海的

学生是‘野生’的，湖北的学生是‘养

殖’的。他们是准军事化训练，每天

早上
-

点钟出操
7

晨读
7

上课
7

晚自

习，每天都是这种生活，几乎就像养

殖场。但是上海的孩子不一样，他们

提倡素质教育，学习环境很轻松的。

这样的学生有很大的学习潜力。”

冯教授的回答，在微博上引起

很大争议，有不少网友指责这是名

校的“地方歧视”，完全违背大学所

倡导的人文精神。在笔者看来，近年

来大学已经“面临”太多这种指责，

包括对于北大去年在北京的扩招，

就已经有很多媒体“炮轰”，可大学

却不为所动。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遏

制大学进行明目张胆的“地方歧

视”，让大学不再言行不一。

这就要建立大学的外部治理机

制。虽然招生从本质上属于大学的

自主权，但是大学的招生战略，却应

该由大学理事会这样的决策机构制

订。也就说，如果大学有由政府官

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领导、教师代

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各界代

表组成的大学理事会，在进行招生战

略决策时，就不可能只有学校行政领

导的声音，而应考虑各方面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全国性大学，大

学是很难持续在一个地区大幅度扩

大招生的，这既不符合全国性大学的

形象，也不利于推进教育公平，还无

益于大学生源的多元化。从发达国家

的大学看，这种机制是保障大学用好

自主权的重要机制。

因此，与其每年无可奈何地看

到名校们公开地实行地域歧视，还

不如努力从各个层面推进我国高等

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现代学校制度

建设，这才是改变学校办学价值导

向、让大学真正尊重受教育者权益

的正确选择。

“听证专业户”为谁挡了子弹
! ! ! !

随机抽签次次“被选中”，
%

年

里一共参加过
$5

次听证会———这

两天网络上晒出成都有
4

名“价格

听证专业户”，其中一名叫胡丽天的

-1

岁老妇竟然参加过各类听证会

$5

次，引起网友疯狂转帖拍砖，骂

声一片，直呼“被代表”，更有人称其

为成都听证会的“最牛群众演员”。

对于网友的激动情绪，我表示

理解。据了解，该老妇在听证中先后

支持过涨水价、涨的士价、涨停车

费、摇号购车等。看得出来，胡丽天

老人的退休生活，基本上就是在与

民众钱包较劲中度过的。关心公共

事务当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一

个普通的老百姓，整天忙着把政府

的活儿都给干了，情何以堪？

胡丽天老人的名言是：“人活着

就是占用、消耗资源，所以政府收任

何费都有理。”这话得看谁说，如果

是政府一方的代表，那很正常，但如

果是民意代表，就是对民意的肆意

嘲弄了。简而言之，听证就是一个各

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以保证决策

科学和民主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一

个赞歌大会，所以这句话最大的逻

辑漏洞在于：如果政府收取任何费

用都有理，那还要开听证会干吗？

听证制度是个“舶来品”，其基

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来保证结果公

正。而程序公正的核心要素就在于

代表遴选的公正，以及代表者应该

具备一定的素养。胡丽天老人以所

谓民意代表的身份，表达的却是不

折不扣的官方意志，这本身就堪称

是一个民主的笑话，无情地撕下了

某些地方“听证会”的虚伪面具。

对此，有人怀疑胡丽天老人拿

了什么好处。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

话不一定靠谱，我更愿意相信，她是

一个不健全制度下的牺牲品，她对

公共事务的盲目热情被利用了，她

背后站着的神秘嘉宾是我们都很熟

悉的“有关部门”。

我的意思是说，应该被质疑的，

是已经扭曲、变形并且在很多时候

被权力操纵的听证制度，而非一个

不合格的“听证专业户”。“逢听必

涨”表面上看，是民意与官方在公共

事务上博弈能力的失衡，但深层次

的原因在于，听证制度本身的不健

全，没有树立起应有的制度权威，从

而沦为一种强者逻辑，以至于谁更

有话语权，谁就可以随意解释它，利

用它。

博友瑞尔立认为，中国没有哪

条法律规定“听证代表由抽签随机

选出”，我觉得这句话才算是真正

说到点子上了。听证制度散见于我

国各类法律法规之中，在各地也遍

地生花，但事实上对于听证会应该

如何操作和进行，代表该如何遴

选，对于操纵民意的听证会又该如

何问责，我们并没有一个具体而科

学的规定。这种先天性的缺陷，导

致了听证制度的异化，也演绎了

-1

岁老妇随机抽签次次“被选

中”、
%

年里一共参加过
$5

次听证

会的奇迹。

“听证专业户”的出现，再一次

说明，有了形式的外衣，有了所谓的

制度，民主就一定会如约而至，只是

我们的一厢情愿。民主其实是个动

词，它是一个不断努力、不断演练的

过程，它体现在细节之中。

微博

签名

! ! ! !

刚入学的时候 # 全班自我介

绍% 一男同学走上讲台 $!我叫尤

勇#来自北京#我爱下棋. "说完就

下去了#下一位是个女生 #该女娇

羞地走上讲台#忐忑不安地自我介

绍 $!我//我叫夏琪//我喜欢

游泳//"

!!!当里个当

越是寂寞的时候# 越不想听到

电话响% 因为肯定不是最想的那个

人打来的//

!!!何炅

男人爱女人的过程是$爱
2

怕
2

烦
2

离开#女人爱男人的步骤是$无

所谓
2

喜欢
2

爱
2

真情难收% 男人的

爱是把天鹅逐渐变成癞蛤蟆的过

程, 女人的爱是把青蛙逐渐变成王

子的过程%

!!!浅浅

有些事不是我不在意# 而是我

在意了又能怎样%

!!!哆啦
!

梦的世界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

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半在尘土

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

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

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三毛

很多时候#旅行只是一个名义

上的借口% 我们只是需要跑到一个

陌生的地方#那里没有加班 #没有

职场上的激烈竞争#没有那些令人

感到焦虑的潜规则和过于复杂的

人际关系% 更关键的是#我们可以

暂时忘掉那种残酷的现实生活带

来的巨大压力#获得调养失衡身心

的难得机会%

!!!张志政

凳子说$要脚踏实地% 直尺说$

做人要正直% 涂改液说$知错就改#

善莫大焉%近视眼说$处事不能眼光

短浅%起点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

半% 味精说$懂得调剂#生活才有味

道%日历说$希望在明天%积累本说$

积累生活的一点一滴%大海说$把心

放宽些#才容得下百川% 石灰说$宁

可粉身碎骨#也要清白做人%

!!!王悠

! ! ! !"

没有女人天生想当女强人#

但凡女强人#大多是被逼出来的%因

为对方不够强# 所以要求你挑起所

有的担子.

"

男人都忘不掉那些差一点就得

到但却始终没有真正得到过的女人%

"

女人的美# 不是美给男人看

的#是美给女人看的%

"

生活#靠的不是视觉#而是感觉%

"

死亡教会人一切# 如同考试

之后公布的结果---虽然恍然大

悟#但为时晚矣%

"

男人在结婚前觉得适合自己

的女人很少# 结婚后觉得适合自己

的女人很多%

"

我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

跑#虽然偶尔也会被失望绊倒%

"

将错就错#或者将计就计了#

反正将就了%

"

其实我是个乖孩子# 上课从

来只睡觉不说话的%

"

爱情生活里# 比找不到安全

感更可怕的是找不到安全套%

"

我爱的鸟已经飞走了# 爱我

的鸟也被打死了%

"

我们走得太快# 灵魂都跟不

上了%

"

我不骂人# 因为我动手能力

比较强%

"

雷锋少了#雷人多了,为人民

服务的少了#为人民币服务的多了,

挽着奶奶过马路的少了# 挽着二奶

过马路的多了%

"

如果你是流星我就追定你#

如果你是卫星我就等待你# 如果你

是恒星我就恋上你# 可惜你是---

猩猩%

"

如果有人伤害我#那么#原谅他

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送他去见上帝%

博客周话题征文下周话题

参加征文者可跟帖
!""#$%%&'()*+,--.*+(/*+0%10234*565%7-899%*

期待您的热情参与和支持"

本周话题
我们要不要给自己的孩子再生一个弟弟或妹

妹？“80后”的父母，大多是独生子女，也大多符合国
家“生二胎”的标准。看着孩子一个人寂寞地玩，听着

老人们“再生一个”的唠叨，你是不是动心了？一起来聊聊吧！

你，还记得自己的梦想吗？你那卑微、或者远大的梦想；你那单纯、或
者复杂的梦想；你那朴素、或者华丽的梦想？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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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启
! ! ! !

参与博客周话题的网友们注意啦！

提供话题被选用的可获得价值
$32

元的

常州味道经典老菜，被选用博文的作者

可以获得麻糕大六礼盒一份，点评的网

友可以获得现金券一张，有效期一个月。

礼品由常州麻糕店提供#领取地点$

常州麻糕店永宁欧尚店+香江华廷店+淹

城美食街店

! ! ! ! ! ! ! ! ! ! ! ! !!

熊丙奇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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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 ! ! ! ! ! ! ! ! !!

吴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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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雪莲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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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狗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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