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春运 “大戏 ” ，
从来不缺新闻热点 ， 今年热在
“反向”。 说的是越来越多的 “外
乡人” 过年不回家， 把老人和孩
子接到城市来团圆。 其实， 这事
儿也不算多新鲜 ， 几年前就有
了， 只是今年的趋势更明显， 有
关的信息更多些罢了。

为什么说 “反向春运 ”？ 因
为春运本是送在外打拼的人们回

老家过年的运输方式， 如今调了
个儿， 把家乡的老人孩子接到城
里过年 ， 不仅在运输上是反向
的， 而且与传统的民俗相悖； 不
仅形式上 “反向”， 而且在内容
上 “反常” 了。 于是， 如何看待
“反向春运” 成了个问题。

关于“反向春运”的成因，最
初都是指向春运期间一票难求，
而且开支不菲， 又耗费时间、精
力， 因此有人在无奈中选择了逆
向而动。后来，“反向春运”比例逐
年提高，成了潮流，有人认为，这
是人们物质生活提高， 追求精神
文化的体现，进而提出“传统年味
儿越来越淡”的说法。 显然，这已
经超出了运输形式和经济考量，
成为社会话题了。

春运， 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
象 。 以中国之大 ， 流动人口之

多， 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也无
法比拟的。 数以亿计的人流同时
返乡， 而且集中指向部分省区，
给交通运输带来的巨大压力， 也
是世界各国都难以想象也无力承
载的。 因此， 春运一票难求， 完
全可以理解。

既然春节期间买到返乡车
票、 机票的难度非同小可， 而反
向车次空空荡荡， 机票价格更堪
称 “白菜价 ”， 何不逆流而动 ？
不仅省时省力， 而且满足了团聚
的愿望， 何乐不为？ 从这个意义
上说， “反向春运” 确实不失为
一种理性选择。

不过， 跳出经济考量， 从社
会 、 情感的角度看 ， “反向春
运” 是有缺憾的。

春节团聚过大年， 是中国特
有的社会习俗。 这其中， 团聚只

是形式， 更重要的是对游子乡愁
的一次精神补偿和营养。 中国人
对于故乡的眷恋之情， 是根植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 较之世界其他
民族也是独有的。 乡愁、 乡恋中
不仅有父母慈爱、 眷属亲情、 童
年乐趣， 更有理想愿望、 文化印
记 ， 包括生存环境 、 饮食习惯
……这些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
生。 我们常说故乡是 “根”， 意
义就在于此。

“反向春运” 满足了与家人
的团聚 ， 满足不了对乡愁的化
解， 久而久之会在情感上渐渐淡
化了对故乡的眷恋， 淡忘了自己
的 “根”。 这不是一种缺憾么？

有人说， “反向” 团圆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而且成为不
少80后、 90后的过年新方式。 但
不要忘记， “反向” 本是无奈之

举， 是不得已的选择。 如果不是
一票难求， 谁不想回家呢？ 年轻
人淡漠了乡恋， “迷失” 了 “来
路”， 不是更应该给他们 “补补
课” 吗？

有人说， 现在年味儿越来越
淡了， 是物质、 文化生活极大丰
富的体现， 是好事。 在哪儿过年
都一样。 殊不知， 年味儿不只是
指吃喝玩乐 ， 更有传统文化内
涵， 而且其中有许多优秀成分。
我们常说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
文化， 为什么对于年味儿淡了不
以为然呢？

“反向春运”有利有弊，应该
理性看待。与此相关联的话题是，
早日消除城乡差异， 打破各种壁
垒， 依然是从国家到个人应该努
力的奋斗目标。 希望有一天春运
不再有“反向”概念的存在。

■长话短说

1月28日，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办公室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
会精神， 研究部署2019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启动 “天网2019” 行动。 (1月28日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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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健康红包”当成“暖”民新常态

■世象漫说

应理性看待“反向春运”

朋友圈“炫耀酒驾”
是对法律的挑衅

□张刃

■今日观点

大学生求职
应摒弃“老思想”

徐友才： 连日来， 安徽、 吉
林、 天津、 重庆的文艺小分队深
入基层， 为各地群众送上了形式
多样、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为
浓郁的年味儿又增添了 文 化 香
气 。 一 年 一 度 的 传 统 春 节 马
上来临 ， 各地年味也开始慢慢
变浓。 随着时间的推移， 要想使
其历久弥新、 年味十足， 唯有不
断丰富其时代内涵、 多些 “文化
飘香”。

让年味十足
应多些“文化飘香”

李万友 ： 女司机陈某不仅
酒驾， 酒驾后还发朋友圈炫耀 ，
朋友圈的好友认为酒驾害人 ，
“看不过眼” 遂向广州交警举报。
收到举报后， 交警部门迅速介入
调查， 并于日前将该名女司机查
获归案， 对其进行扣驾驶证 6个
月罚款两千元记 12分处罚 。 违
法不是炫耀的资本 ， 炫违法法
律难容 。 朋友圈也好 ， 微博也
罢， 炫违法瞎嘚瑟， 注定查你没
商量。

日前，绍兴市180余位基层一
线科技工作者领到了由市科协联
合绍兴第一健康体检中心送上的
免费体检“健康红包”。据悉，这是
绍兴市科协推出的“迎新春·关爱
科技人员健康”公益体检活动。舆
论盛赞： 为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
送上“健康红包”，送得好、送得及
时。（1月28日《绍兴日报》）

送 “健康红包 ”，新春正是时
候。“健康红包”应当成“暖”民新
常态。实现民族复兴，科技人员的
责任重。比如为了推进脱贫攻坚，
为了科技报国， 许多专家不能按

时下班， 甚至没有正常的家庭生
活； 有的为了科研， 甚至昼夜颠
倒，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处于
亚健康状态中， 有些甚至还存在
较严重的疾病隐患。及时送上“健
康红包”，才能让他们健康前进。

送“健康红包”，须面向全民。
科技人员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发挥
了重大作用， 他们的健康值得关
注。但是送“健康红包”，不能只盯
住科技工作者， 其他民众也需要
“健康红包”。 比如很多在外务工
者， 没有家庭医生， 没有健康档
案，他们是全家的顶梁柱，他们如

果倒下，可能一个家庭就垮了，他
们同样需要“健康红包”，就要让
全民健康成为美丽中国的注脚。

送“健康红包”，要有配套措
施。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
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
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就要及时给
村民健康导航，如新春“三下乡”，
让省城大医院的医生在家门口给
村民看病，还能免费领药。坚持预
防为主，建立健康档案，完善家庭
医生，无论城市农村，就要共建共
享，一个都不能少。 □李云勇

“反向春运” 有利有弊，应
该理性看待。 与此相关联的话
题是，早日消除城乡差异，打破
各种壁垒， 依然是从国家到个
人应该努力的奋斗目标。 希望
有一天春运不再有“反向”概念
的存在。

近日， 家住南海家园二里的
王先生向媒体反映了电动汽车在
自家小区充电难的问题。 记者分
别走访了南海家园二里、 三里小
区以及亦庄多处含有公共充电桩
车位的地方。 在南海家园二里小
区西门处， 记者看见了10个公用
充电车位，其中有8个充电车位均
被燃油车 “占领”。（1月28日 《北
京青年报》）

“燃油车占桩” 表面上看是
一些司机文明素养缺失， 无序停
车妨碍了电动车接受服务的便
利， 这点的确值得诟病。 然则，
把停车场充电服务全部交给文明
来维系， 不免显得理想化。 应当

来说， 在公共停车场、 小区设置
充电桩， 专用车位会被燃油车占
用可以预料， 毕竟当前电动车在
城市机动车中占比很低， 很多人
还缺乏具象的概念与认知 ， 同
时， 城市停车难问题比较突出，
催生出了 “见位而停” 抢车位的
心理惯性， 这些因素必然会导致
充电桩及专用车位使用秩序的混
乱， 如果缺乏有效管理， 必然会
泛滥成为陋习的破窗。

“燃油车占桩” 倒逼服务精
细化。 不管在停车场还是小区设
置充电桩， 都应当考虑到环境的
现实， 在可以预料的各类矛盾中
求得最优的设计， 包括充电桩的

样式 、 充电路线与设备的使用
等， 不但要方便电动车使用， 还
要保证不对其他群体产生 大 的
影 响 ， 不 能 片 面 要 求 环 境 来
适 应 设 施 的 配 置 。 同 时 ， 更
重 要 的是管理须跟得上 。 一方
面是重视充电桩停车位使用的引

导与分流， 特别是停车场配置充
电桩， 应有必要的防占用管理措
施， 具有对燃油车的排他性； 另
一方面是电动车充电桩的配置与
管理保证常态化， 设备及时管护
维修， 充电桩数量与电动车的保
有量同步增长。 □木须虫

“燃油车占桩”倒逼服务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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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42所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相继公布了2018届毕业生
的就业质量报告， 仅剩不到10
所暂未公布。 对已经公布的30
余所高校的就业质量报告进行
数据分析发现 ， 毕业生到基
层、 西部地区就业的人数逐年
增多； 民企超过国企成为就业
新高地， 不少高校毕业生平均
年薪超过10万元； 用人单位超
九成对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感
到满意， 绝大多数毕业生也对
自己的就业去向表示满意 。
（1月28日 《中国青年报》）

一直以来， 在很多人的眼
里 ， 万般皆下品 、 唯有读书
高 。 因此 ， 对于高学历者而
言， 他们承担了过高的社会期
许和家庭厚望， 这就使得他们
放不开手脚、 迈不开步子， 为
了所谓的 “面子 ”， 公务员 、
国企、 大企业是首选， 民营企
业、 小微企业是无奈之选。

对此 ， 我们也不可否认 ，
寒窗苦读多年， 谋求一份体面
的工作， 确实也是人之常情。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 如果
有大学毕业生仍旧固执地将
“旱涝保收” 的机关单位和国
企当成首选， 或是过分强调专
业对口， 坚决不选其它行业，
那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大学生的
毕业就是待业、 失业。 笔者认
为， 大学生在找工作时一定不
能钻牛角尖。 须知， 当今世界
瞬息万变， 过分拘泥于当下所
学专业选择未来的职业， 注定
会得不偿失。

总之， 大学生就业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而这份
2018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
示， 民企超过国企成为就业新
高地 ， 尤其令人为之眼前一
亮。 当然这也要求， 高校要及
早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教育和
就业技能指导， 提升高校毕业
生初次就业率； 同时对那些灵
活就业的学生和创业学生来
说， 有关部门应落实相应的社
会保障政策和灵活就业、 自主
创业扶持政策。

□祝建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