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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爱的最高境界 ! 不是你死我

活"""是习惯# 一个女人习惯了一

个男人的鼾声! 从不适应到习惯再

到没有他的鼾声就睡不着觉! 这就

是爱$ 一个男人习惯了一个女人的

任性%撒娇!甚至无理取闹!这就是

爱$一个人会为了另一个人去改变%

去迁就!这就是爱# 对爱人!迁就多

少!就爱了多少&&

!!!沐雨

没结婚的像结婚的一样同居!

结婚的像没结婚的一样分居$ 动物

像人一样穿衣服! 人像动物一样露

着肉$小孩像大人一样成熟!大人像

小孩一样幼稚$ 女人像男人一样爷

们!男人像女人一样娘们#

!!!

!

马铭德

男人用情太专一了!

!"

岁时喜

欢
!"

岁的 !

#"

岁喜欢
!"

岁的 !

$"

岁喜欢
%"

岁的&&

""

岁还是喜欢

!"

岁的&&至死不渝
&

!!!小杜

等着我!小子'姐一定要出现在

你家户口本上! 当不了你老婆就做

你后妈
&

!!!橙子

女孩问男孩 (

'()*+,-

是什

么意思 ) 男孩 (

' ./0 123 4/ 56!

57089:3; </7 ;:7=

#

!!!苏

我们大多数的思想是一种抄

袭 $ 我们大多数的生活是一种模

仿 $ 我们大多数的感情是一种廉

价 $ 我们大多数的幸福是一种交

换#

!!!朱德庸

#>

岁跟你相恋!

?@

岁嫁给你!

?"

岁一个生命的诞生 !

?A

岁时孩

子叫我们爸爸妈妈 !

$$

岁走过
B

年之痒!

>C

岁激情褪去!我们仍然

相爱!

DE

岁孩子有自己的爱情!

@E

岁我们一起去旅行 !

BE

岁我们子

孙绕膝!

B@

岁是我们的金婚!

"E

岁

不再恐惧死亡!因为你在# 生命最

后一天!我希望我先走或与你一起

离开#

!!!田丽

! ! ! !!

心软是医生最美好的品德#

!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你笑它

陪你笑!你哭就只好让你自己哭了#

!

生活就像是被绑票! 逃不了

就顺应匪意吧'

!

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

!

不开心睡一觉! 就让它过去

吧# 伤心还好!伤胃就不好了#

!

笨人寻找远处的幸福! 聪明

人在脚下播种幸福#

!

爱情使人忘记时间! 时间也

使人忘记爱情#

!

有人把你放在心上! 有人把

你放在床上'

!

爱是给予! 所以永远不会失

去#

!

马不停蹄地错过! 轻而易举

地辜负!不知不觉地陌路#

!

人哪有好的! 只是坏的程度

不一样而已#

!

幸福越与人共享! 它的价值

越增加#

!

世上的姑娘总以为自己是骄

傲的公主
F

除了少数极丑和少数极

聪明的姑娘例外
G

#

!

如果敌人让你生气! 那说明

你还没有胜他的把握$ 如果朋友让

你生气! 那说明你仍然在意他的友

情#

!

令狐冲说(*有些事情本身我

们无法控制!只好控制自己# +

!

独立不是女人向男人宣战!

仅仅是自我尊重#

!

让男人累心的女人必定美

貌!让女人累心的男人一定多金#

!

让女人拥有好脾气! 男人得

有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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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也将和英语一样推行等级考试。国家语委主

任王登峰在教育部 7月 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汉语能力测试将于 10月率先在上海、江苏、云南、

内蒙古试点实施。据介绍，汉语能力测试将分为六级：一级为入门级，二
级为基础级，三级为普及级，四级为通用级，五级为提高级，六级为专业
级。普通大众宜达到三级，媒体工作者和教师等，则应达到六级。将来，对
语言文字要求较高的职业，将可能以该考试结果作为从业要求。对这个
考试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农村生的出路何在？
! ! ! !

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比例逐年

下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
!"$"

级

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

源占总人数的
$12

。可那年的高考

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

-!2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发问：穷

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

线高校越来越远？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

新生的比例，其实在逐渐提高，从

$3%3

年的
45.42

到
!""5

年的与城市生

源比例持平，再到
!""6

年达到
652

。

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

断滑落，比如，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

例就在过去
!&

年间从三成落至一成。

农村孩子上大学机会增多，而

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下降，他们中

很多人上的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

笔者注意到，对于重点大学农

村生比例下降，舆论给予高度关注，

分析其原因，呼吁从教育公平出发，

重视这一现象，但是却对农村生更

多读高职高专、三本这一现实关注

不够。现在舆论讨论农村生离高校

越来越远，难以“知识改变命运”，进

一步理解，就是当下只有考上名牌

大学、重点大学才有改变命运的可

能，而考上一般大学，就几乎像没有

考上大学一样。其实，就是重点大学

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

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

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提高

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

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

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这才是问题

的症结所在。

在我国，读一本重点大学的教

育回报率无疑是最高的。首先，这些

大学获得国家的投资多，因此学费相

对来说比较低，一些人士分析农村学

生为何读高职高专，列举理由称高职

高专学费低，这显然不了解各校的具

体学费情况，可以说，北大、清华的学

费标准在全国高校内是最低的，反而

一些民办高职高专的学费却很高，这

是严重的质量与学费倒挂。

其次，一些民办高职高专、民办

独立院校和本科院校，根本没有获

得国家任何投资、补贴，也无社会捐

赠渠道，办学完全靠学生学费收入，

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不少学校严重

压缩办学开支，比如放长假，减少学

校的实验、实训课，让学生到校外自

找实习机会等，学生在校内获得的教

育很少，教育呈现“空心化”趋势。

再次，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还

十分看重“人才”的学历，一些用人单

位在招聘中，甚至包括大学自身在内，

对求职者提出三个
3%6

的要求，即要求

本科、硕士、博士所读学校，都是
3%6

高

校（
3%6

大学因为是在
$33%

年
6

月提出

的，是与
!$$

大学基本同类的全国重点

大学）。这种学历要求，就把其他一般

学校的毕业生的发展道路堵死了。

这也就是说，家庭相对富裕的

城市孩子，用较小的学费投入，上名

牌大学，获得更大的教育回报；而家

庭贫寒的农村学子，却要用更大的

学费开支，上一般学校，得到较低的

教育回报。这种严重不公平的局面，

伤害的不仅是这批学生，还有农村

家庭的教育希望。

分析起来，造成重点大学教育

回报率高的主要因素，并非学校本

身的教育质量、教育特色，而是一系

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级制度（通过

各种计划把大学分为
3%6

、
!$$

、一般

本科）、拨款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而

正是这些制度，使高校之间竞争不

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职院校，尤

其是民办院校，办学十分困难，由于

政府投入少、社会支持不多、用人单

位就业歧视，读这些学校，教育回报

率显然就要低。

其实，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办教

育的职责，不是直接参与办学，而应

该为所有学校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

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世界一流

大学绝对不是通过计划造就出来

的，而是通过学校间的自由、平等竞

争发展出来的。要让我国高等教育

健康发展，必须取消强加给学校的

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让每所大学

能在平等的竞争中，提高对受教育

者的回报率。如果政府部门同样给

高职高专学校以投资和补贴，这些

学校能像国外社区学院、职业学院

那样全免费，学业完成之后，学历不

被歧视，找到工作回报率并不低，大

家会把眼光都对准名校吗？

所以，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

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

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

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

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

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

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

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

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因此，解

决这一问题，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

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

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

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

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

争，这才是我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

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

微博其实就是一个茶馆
! ! ! ! %

月
5

日，央视《朝闻天下》节

目以“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为

题，披露了一些微博造假现象，比如

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有网友通

过微博发出虚假求助信息，谎称自

家孩子在事故中遇难，企图骗取善

款；再比如，有人在微博上捏造骇人

听闻的交通事故谣言以吸引公众眼

球，待网友们点击相关链接想获知

详情，却发现指向某个团购网站。

新闻本身没有问题。央视曝光

这些微博骗局，有助于公众理性分

析和看待微博传递的海量信息，就

像一些银行贴在取款机旁边的防骗

指南，多看几眼有益无害。

有问题的是央视给出的新闻标

题———“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

这个带有质问语气的标题让这则新

闻超出了客观报道的范畴，因而具

有了某种观点上的倾向性。这个问

句可以作两种解释，其一是，现在的

微博没有伦理底线；其二，我们是不

是该给微博规定一个伦理底线？

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问题，我

觉得就跟讨论菜刀有没有伦理底线

一样，不怎么靠谱。借用央视的说法，

“微博是当前比较火爆的交流沟通工

具”，但微博再火爆，它也只是一个工

具，而工具本身是不需要有伦理底线

的。你总不能说，使用菜刀的人多了，

为了防止有人用菜刀杀人，就必须给

菜刀规定一个伦理底线。

在我看来，微博其实就是一个茶

馆，大家在这里交换一些信息，讨论

一些问题。无非现在是网络时代，大

家把茶馆搬到了互联网上，而微博平

台较之于传统茶馆，其作为信息交流

场所的功能大大增强，突破了传统茶

馆在时间、空间、茶客人数等方面的

限制，因此受到万众追捧，如此而已。

因此，在伦理上对微博提出要

求，我以为是不合适的，这个道理就像

你不能因为有人在茶馆里骂了人，就

把茶馆封了，或在茶馆大门贴上“只谈

风月，莫论国是”。有人说微博开创了

人人都是媒体的时代，而“媒体”应该

有自己的伦理底线。这话似是而非。微

博顶多是一种“私媒体”，即“私人发

言”，我们不能用公共媒体的道德标准

来要求普通人，一个人在微博上说什

么话，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其道德和

法律尺度是截然不同的。

质问“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

这种思维如果运用到互联网管理上，

一旦具化为某种管理手段，就很容易

搞出“菜刀实名制”之类的东东，弄不

好有可能妨碍公民的言论自由。

当然，公民的言论自由不是“绝

对自由”，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就微

博而言，虽然是“私人发言”，毕竟处

在网络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还是要受

到法律的约束。如果有人在微博上造

谣生事，或恶意诽谤他人，就有可能

触犯法律，但这种现象我们并不是缺

少相应的手段进行制裁———网站可

以对相关微博账号进行封杀，网警可

对相关言论进行监控和调查，如发生

现实危害，还可诉诸公堂。

也就是说，央视所担心的微博

造假现象，法律是管得着的，不必要

求微博一定要有什么伦理底线。退

一步说，即便将微博拟人化，我们也

只能要求它有法律底线，而不能要

求它有伦理底线。

微博的出现，说到底只是网络

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从客观上说，

它改变了很多人的日常信息交流方

式，且在公民参与社会监督、管理上

发挥了积极作用，总的来说，对推动

中国社会进步，尤其是公民社会的

成长，大有裨益。当然，微博也会传

递一些虚假信息，但这不是微博作

为工具的原罪，担心它没有伦理底

线，依我看是有些杞人忧天了。

一点希望，两点担忧
"

菟丝花

! ! ! !

据说! 在法国巴黎的街头有这么一

则广告(*学汉语吧! 那意味着你未来几

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 +还据说!在
H

多

国家!*汉语已经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

的外语+#我很为*汉语+在世界*语林+中

得到重视!地位得到提高而高兴#

当然! 也更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的

*东风+能压倒*西风+!高高屹立于世界

*语林+之巅# 所以!作为汉语的母语国!

我们当然就更有责任和义务为汉语的推

行%日益壮大而付出不懈的努力#就对这

次汉语*四六级+考试的推行寄予了深切

的厚望# 希望它真的是*汉语+风行世界

的*助推器+# 当然推行之初肯定有磨合

有噪音!我希望它能在磨合中日臻完美#

可是!也有隐隐的担忧#是不是这次

汉语*四六级+的推行真的能实现我们这

个美好的夙愿!真的能很好的反击*英语

潮+!真的能*复兴文化+%*提升国力+!让

全世界都掀起一股*汉语风+呢) 现在还

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 在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之前!

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个四六级*怎么推行+!

*怎么考+!*考什么+的问题#是*不写错别

字!会造句+)是考察不同的人用同样一堆

方块字!*看谁能堆砌出最华美的文字,文

章-+) 还是!考察我们是否对我们上下五

千年的灿烂文明 *通古晓今+*学识渊博+

呢) 如果套了这个*框架+!好像这也会落

入某种俗套#因为!它可能会*成为某种利

益链条的温床+!这是我更担忧的#

就拿前段时间的事来说吧# 为了*怕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我也打算给他报个

英语兴趣班# 而且我也有了心仪的培训

*品牌+#可是!面对他们那巧舌如簧!狂轰

乱炸的推介人员时!我还是心生不快# 更

让我不快让我怀疑的就是!那个令人咋舌

的培训价格!是不是就是在这样一套成功

的商业模式的流水线作业下!步步高升的

呢)' 也就让那些在*全民总动员+的学英

语浪潮中!应运而生美其名曰的各种*纯

正+*高端+*疯狂+的英语培训班!打着培

训*人才+的幌子赚个盆满钵满)'

我真的很怕这汉语*四六级+会步这

个商业模式的后尘# 当然!如果是赚*老

外+的钱那就另当别论了#我还是很乐意

的# 如果是自己人*坑+自己人!我就该

(I

,鄙视-它,他-了# 哈哈#

汉语等级考，不得已的对病施治
"

鲁小鱼

! ! ! !

汉语的现状!地球人都知道(很多人

会说会念不会写!网络创新层出不同!

J

体%

K

体令人眼花缭乱!造白字词多多益

善!几天不上网!就赶不上潮流了!网虫

的话听不懂!不知旧瓶里已装新酒#大人

就罢了! 摇摇头% 摆摆渡就知是有人创

新%有人恶搞%有人瞎掰的!只恐带坏了

孩子(分不清哪个字是真哪个字是假#

汉语等级考不是主管部门的一时头

脑发热! 也不是某些人别有用心地设置

门槛! 难为大众! 而是不得已的对病施

治!何错之有)

一入大学!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剩下

的几乎都把语文书束之高阁!而是捧着英

语书在那里叽里呱啦# 热外语!是因为不

热就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晋不了级%长

不了工资#冷汉语!是因为!不学也没多大

关系!丝毫不影响自己的前途# 过度的热

和格外的冷就造成了国人对汉语的普遍

漠视症$而网络汉语的极度不规范又把汉

语引向了一条歧途!以粗鄙化为乐!以白

字应用为荣!以创新奇为能事!使得本来

就比较难学的汉语更加的纷繁复杂!令更

多的老外一头雾水!这让国人又患上了滥

用汉语症#网络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只打字

不写字!只读电子书而不读铅字本!让国

民又患上了汉语的应用危机症#

语言是民族共同体的特征! 是民族文

化传承的社会根基!还是民族共同心理的凝

聚形式# 长此以往!势必削弱了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创造力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力# 汉语

等级考虽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三症并发的

现状!但至少能*以考促学!以评促学' +提高

国民对汉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在规范汉语的

使用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让老外在中

国就业时重视汉语的学习!克服语言不通给

交流和工作带来的障碍!何乐而不为呢'

汉文化博大精深! 造就了汉语言的丰

富多彩# 英语虽然一直高温不下!但谁又能

保证(有一天!汉语不会成为全球通用的一

种语言呢' 国外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越

来越多的老外对中国功夫%中国文化%中国

元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而我们正在抛

却传统的文化!抛却自己的个性%抛却汉语

言的无穷魅力!花大把的时间去学习英语%

日语%韩语!而对母语却不屑一顾$花大把

的心思捡拾舶来品西药! 却拒中医国粹于

千里之外$花大把的银子去吃洋快餐%去买

奢侈品!却少有心思去创立自己的品牌#

漠视%滥用和应用危机!只能用赶鸭

子上架的考试来纠正! 所以! 汉语等级

考!就是一场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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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礼品两

份，被选用博文的作者可以获得月饼礼

品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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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把自己打造成具有“优美姿态、得体谈吐、高雅打扮，并
具有一定艺术素养的淑女”，需要多少钱？980元！多长时间？6
天 7节课。温州出现了一个“暑期少女研修班”，宣称帮助打造
淑女。淑女也能“速成”，你信吗？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
真正的淑女或者绅士，说说你的看法。（话题提供：黑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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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点评
#

蒋建君

刚刚在湖南长沙结束的第十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告诉我们!汉

语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与喜爱!*汉语桥+ 架起了一座中国人民与世

界人民互通信息与共叙友谊的桥梁#作为国人!我认为更应该学好并用好自己的

母语!汉语规范化工作早就应该推行了#

#

黑与白

不知道汉语等级考试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不过真的想一试!看看自己的汉

语水平如何# 想想也是!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汉语不及格能说得过去吗) 现在的网

络用语的瞎创意和广告用语的乱改词等等可以说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

了!否则那还叫汉语吗) 那只会遗害我们的下一代' 只会毁了我们的汉语'

#

吴门春色

这样汉语补习班就可以大赚外国人的钱啦!也算是科技强国# 呵呵#

#

城里游神

支持!赞成'

#

西江月

国语!应该比英语更受重视#

! ! ! ! ! ! ! ! ! ! ! ! !"

熊丙奇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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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 ! ! ! ! ! ! ! ! ! ! !"

傩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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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低碳创意：用酒瓶盖打造的惊艳首饰

! ! ! !

利用瓶盖上原有的商标图案!设计出别具特色的首饰和挂件# 非常前沿!非常时尚!潮人值得

拥有' 不如模仿这一创意设计!看看你是否也能做出一些别出心裁的饰品!让你的朋友惊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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