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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入高考，越早越好

防癌体检入医保可节约医保资金

点

击广东

作者单位就是该期刊

的主管单位， 而文章的男

主角———作者的导师就是

这本期刊的主编。 也就是

说， 自己学生写了一篇吹

捧自己的文章， 刊发在自

己主管的杂志上， 也可谓

“肥水不流外人田”， 又所

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如

今， 这样一篇文章引发群

嘲，不啻为学术之耻，现在

相关方面表示对此文进行

撤稿， 但显然还需启动调

查，对文章的审核、刊发过

程进行回溯。

———新京报：《论 “导

师崇高感”上核心期刊，乃

学术之耻》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属

于业主共同所有， 物业只

是被雇佣的服务方， 当然

没有权利私自挪用。 所以

如果查证属实， 这将不只

是简单的违规问题， 还将

涉嫌刑事犯罪。然而，在现

实层面， 类似案例早已不

罕见了。报道中就提到，南

京的其他多个小区都有疑

似造假挪用的情况。 而与

物业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上的予取予求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 业主想要用这笔

钱来修缮小区的公共设

施，却相当困难。

———光明网：《

800

万

住宅维修金为何被轻易挪

用了》

美国太空军当前刚刚

组建， 虽然官兵和文职人

员才 1.6 万人， 经费才开

始投入，技术才从对“天基

传感器层”的研发起步，距

真正形成实战能力还需要

十年以上时间， 但是对其

的发展及必然产生的后果

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而应

从现在起就积极应对。

———环球时报：《太空

军事化威胁世界和平》

◎

木木 辑

近日，在深圳“两会”

期间， 有深圳市人大代表

提交了《关于深圳市学前

教育立法的建议案》，建议

深圳要充分利用特区立法

权， 加快针对学前教育立

法， 进一步强化学前教育

的公益属性， 用法律法规

保障儿童受教育权。 代表

认为， 当前民办幼儿园成

为学前教育的主体， 部分

民办园追求投资效益最大

化，造成“入园难、入园贵、

入园不放心”的尴尬现象。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共有幼儿园

26.7 万所，在园幼儿 4656

万人。一方面，学前教育市

场已经累积到相当的规

模，另一方面，不仅仍存在

“入园难、入园贵”问题，近

年来频发的幼儿园事件也

让“入园不放心”问题凸显

出来。

0 岁至 3 岁的托育服

务体系和 3 岁至 6 岁的学

前教育体系， 本身既是社

会问题， 同时也衍生出新

的社会问题。 日前有广州

媒体报道， 目前广州等地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

不足 5%，而发达国家 3 岁

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在

25%至 55%之间。 另据《上

海市家庭养育支持政策研

究》 调查，43.8％的受访者

因家庭缺乏照护能力而放

弃生养两孩。换言之，学前

教育、 托育服务的充分且

规范化供给， 会影响到全

面二孩政策的铺展。

毋庸讳言， 托育服务

也好，学前教育也罢，当前

最大的问题或是不规范的

市场化甚至产业化。 之于

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当

然需要社会资本的介入。

只是， 社会资本进入并不

代表就要产业化， 因为那

样的话， 入园的幼儿就会

成为某些牟利者眼中“羊

毛”。而规范这样一个庞大

的市场， 显然需要法律的

介入。

为了保证幼儿获得良

好的学前教育， 许多国家

都用立法手段进行强制规

范。譬如，美国先后通过了

《儿童保育法》《儿童早期

教育法》《儿童保育和发展

固定拨款法》等。 在我国，

用以规范幼儿教育的都是

行政规章，而且，不少行政

规章多年未曾修订与完

善。因此，面向一个庞大且

关涉幼儿教育成长的市

场，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

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据悉， 从 2004 年起，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持续多年组织开展了学前

教育立法调研。 2018 年，

《学前教育法》已列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

法规划，纳入第一类项目。

这当然是好消息， 表明学

前教育立法已到了关键阶

段。不过，这并不影响地方

先行出台地方性法规，因

为， 国家层面的立法仍需

一个时间过程， 在某种程

度上， 也需要地方性法规

先行先试， 为国家层面立

法提供助益。

◎

燕农 大学教师

“一考完试就变咗甩绳马

骝，叫都唔返。”一班细路仔喺

小区度玩，有个老伯叫佢孙仔

返屋企，不过嗰孙仔好似听唔

到咁，仲系度追紧小朋友玩游

戏，老伯又嫐又好笑咁话。 广

州中小学啲学生哥前两日考

完试，一身都松晒。

“甩绳马骝” 呢句广州俗

语，真系好盏鬼咁形容咗细路

仔嗰种摆脱约束，自由自在嘅

状态。 呢句俗语嘅来源，我谂

同旧阵时嘅耍猴有关系。喺好

少见到马戏嘅年代，无论城镇

乡村，系街头巷尾都会不时见

到啲江湖耍猴人，佢哋养住一

两只马骝穿街过巷去卖艺。通

常只马骝识得表演各式“杂

技”，靠呢个收返几个钱谋生。

马骝通常会用条绳拉住只手，

唔俾佢哋乱走。事关马骝生性

活跃，如果俾佢走甩咗，基本

唔可能叫佢返转头。 甩咗绳，

就等于比佢哋一个无拘无束

嘅天地。

如今嘅学生哥，平时功课

多，就算冇作业，都要温书补

习，几时得闲？所以放假后，佢

哋基本恢复到马骝嘅状态，跳

嘅跳，玩嘅玩，系细路嘅天性，

亦系一件好事。 所以，做为家

长，应该创造啲机会俾佢哋活

跃一下身心，好好咁放松下先

啱。 就好似一条橡筋，必须有

紧张又有松弛嘅时候，对于细

路仔，劳逸结合先可以健康成

长。 ◎

闻歌 媒体人

在广东省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

中，《关于将体育纳入广

东省高考必考科目的提

案》引发关注。 据悉，多

位省政协委员建议把体

育纳入广东高考（《信息

时报》1 月 13 日）。

最近， 云南中考体

育升至 100 分的消息引

发热议。 其实， 很多地

方都把体育纳入中考，

只是分值不高罢了。 目

的都是促进学生锻炼增

强 体质 。 相 对 而 言 ，

“中考指挥棒” 作用不

如“高考指挥棒”， 因

为后者对中小学生都有

指导性。

其实， 多年前就有

不少人建议将体育纳入

高考。 2012 年，相关部委

在文件中明确， 推进高

考综合评价体系建设，

有效发挥其对增强学生

体质的引导作用。 但时

至今日， 高中生体质状

况仍不够理想。 目前，只

有全国 90 所具有自主

招生资格的高校， 按照

教育部要求增设了体育

科目测试。 但去年有媒

体调查发现， 难度较大

的 800 米/1000 米跑只

有寥寥几所学校敢于问

津。 可见，仅靠自主招生

的高校增设体育科目测

试， 对提升学生体质的

作用很有限。 毕竟，大多

数学生是无缘参加高校

自主招生的。

因此， 体育入高考

应早日提上日程。

推动体育入高考 ，

一方面需要地方主动进

行改革。 比如，广东作为

教育部确定的第三批高

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可

考虑先行先试。 政协委

员集中建议， 便是推动

这一改革的契机。 另一

方面， 教育部适时在全

国范围内统一把体育纳

入高考。

体育入高考越早越

好。 不管是地方先试，还

是全国性改革， 都要意

识到， 提升国民健康素

质，学生是重点。 同时还

要认识到，体质、健康远

比其它学习更重要。 这

种改革越早， 学生受益

就越早。

当然，体育入高考，

要避免“体育应试”，这

在制度设计上不难做

到。

◎

张海英 教师

刚刚过去的周末 ，

“公路北上车流高峰杀

到， 约

3

倍车流经韶关

蜂拥出省 ”

（《广州日报》

1 月 13 日）。从航拍图片

来看， 高速路北上一侧

出现长长的车队， 而南

下一侧几乎是空荡荡。

这表明，“反向春运”更

多体现在铁路方面。

与春运期间的公路

交通相反， 电子政务的

畅通，却是日新月异。 比

如 ，

“医 保 电 子 凭 证 上

线 ， 覆盖全省超

10000

家医院及药店 ”

（《信息

时报》1 月 12 日）。 以后

就医， 不必携带实体医

保卡， 而且电子凭证可

全国通用，查询余额、购

药支付等，都很方便。

健康是民生大事，

每个细节都值得重视。

像

“广东政协委员建议

将成熟防癌体检项目纳

入 门 诊 医 保 范 畴 ”

（《新快报》 1 月 11 日），

就是不错的建议。 防癌

体检入医保， 不仅可减

轻群众体检负担， 而且

有助于提高癌症筛查

率， 对癌症实现早发现

早诊治 。 早发现早诊

治， 当然可以大幅降低

治疗成本， 从而节约医

保资金。 因此， 防癌体

检入医保不会增加资金

投入， 反而会节约医保

资金。

广东在健康事业上

的资金投入不菲。 在教

育投入上也可圈可点。

比如，

“广东加快建设高

素质 ‘广东技工 ’大军 ，

至

2022

年四名就业人

员 就 有 一 名 技 能 劳 动

者”

（金羊网 1 月 10 日）。

当然，扩充技工队伍，不

只是要数量， 也要讲质

量。 当下，职业技能教育

最需要提升的， 是师资

力量。

对于学生体质素质

下降的现状，

“多位广东

省政协委员建议把体育

纳入高考 ”

（《信息时报》

1 月 13 日）， 值得考虑。

虽说可能会增加学生学

业负担， 但是上体育科

毕竟有一些乐趣， 而且

精神状态好， 也有助于

提升其它科目的学习效

率。

◎

胡也屏 媒体人

只在网络端直播的B站

跨年晚会出人意料地火了。

显然，这一文化现象，给人们

提供了关于代际关系与文化

融合的新鲜素材。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

台晚会最醒目的特色，那就是

“融合”。舞台上下，屏幕内外，

老与少、中与西、主流与新潮、

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现实之间

打破隔阂、 相互“混搭”，“花

式”对话，整台晚会充满“脑

洞”大开的二次元气息，勾勒

出互联网时代文化融合的一

个样本。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不

同文化圈层之间的交融已经

越来越普遍，并不时撞出让人

耳目一新的火花。 比如上海彩

虹合唱团探索用亦庄亦谐的

合唱形式表达日常生活，受到

年轻人的热捧；比如湖南小伙

廖佳琳用湖南花鼓戏腔调植

入欧美摇滚，造成爆红的“神

曲”效应；比如许多年轻的相

声演员吸收说唱、舞蹈甚至动

漫元素，为传统说学逗唱披上

了时尚外衣……凡此种种，既

是文艺创新大胆探索的结果，

更是年轻一代的激情绽放。

当年那些被长辈用剪刀

恫吓过的穿牛仔裤、留长发的

年轻人， 如今已为人父母；当

年那些被孙悟空、 葫芦娃、黑

猫警长吸引过的眼睛，如今也

在注视着《大圣归来》《哪吒》

等“国漫”崛起……春去秋来，

潮流往复，曾经流行的作品会

变成经典，跨入经典的作品会

依旧流行，这中间没有牢不可

破的观念壁垒和不可弥合的

文化鸿沟。

古老的未必过时，新锐的

未必浅薄。就像晚会中方锦龙

手里的琵琶可以幻化为来自

世界各地的乐器，可以演奏出

最为时尚的音符，收获大批年

轻观众的点赞和热捧， 这种

“跨界”的背后是相互包容、相

互理解、相互欣赏。 在文化的

传承和创造上，不必无谓慨叹

“一代不如一代”， 而要相信

“雏凤清于老凤声”。一个开放

多元的社会里，代际关系之间

的矛盾与摩擦应该越来越少，

对话与合作应该越来越多，而

跨年代、跨行业、跨区域的“出

圈”现象越多，越能说明一个

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对B站跨年晚会共鸣最

强的无疑是“80后”“90后”一

代。 在他们的青春版图里，不

仅有动画、漫画和游戏，也有

繁重的学业和事业；不仅有舶

来的英雄，也有自己的“李云

龙”和“余则成”；他们习惯了

自由自在“吐槽”，也无时不刻

激赏各种“励志”，他们正走在

知重负重的人生阶段，正在成

为社会中坚力量，理解了他们

的自信、激情和创造，也就更

能理解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

涂洪长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