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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还没弄明白“主要看气
质”是什么，这个“病毒式”传播便
烟消云散，来无影去无踪。要说气
质，那不是晒出来的，没头没脑人云
亦云式跟风恰恰是没有气质的表现。

“主要看气质”和过去的“贾君
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诸多“互联
网快闪”个案一样，某个早晨醒来刷
朋友圈，“满城尽戴黄金甲”，满屏飘
过5个字：“主要看气质”。没人知道
这阵风因何而刮、从何处刮来、飘向
何方。只知道，再不跟风就 LOW
了，很多人就这么睡眼朦胧地发张自
拍照，强迫人家看“气质”。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
“气质”也不是自己说出来的。气质的
社会学表现，是一个人从里到外的一

种内在人格魅力，比如修养、品德、举
止行为、待人接物、说话的感觉等等。
歌手王心凌“手里拿着汉堡大口要
吃”，与你嘟起小嘴、摆剪刀手、45 度
角……一样吗？有她的颜值，你也未
必有她的“气质”，因为你是“无头苍
蝇”，人家飞哪你就跟哪。就这点气质
余额，必须尽快充值。

专家说了，互联网病毒性传播有
几大关键驱动力，比如社交——分享
一些看上去不错的事情；触发——即
时唤起谈论欲望；关心——情感因关
心而分享；公众——模仿他人所做的
事情；故事——用来传递信息。“主
要看气质”绝对是一个最佳范本：参
与简单，比起技术型或体力型（如冰
桶挑战），晒照片要容易多了，人人

可为；触发情感，点赞与被点赞是人
性刚需，朋友圈就是用来刷存在感、
晒幸福感的晒场，何况有明星带路，
放心跟风。

勒庞在他的 《乌合之众》 一书中
把“乌合之众”喻为一堆易燃的“稻
草”，冲动、易变、轻信、急躁、偏
执、感性、极端化、不允许怀疑，好
比生物的低等状态……这时候起决定
作用的是本能和情感，是一种“无意
识”的层面，而不是理性。当你闲得
发慌外加手贱，参与互联网病毒性传
播这一刻起，就沦为“乌合之众”，
处于“生物的低等状态”，这“气
质”就不咋的。当然，这是你的自
由，我在这里煞有介事讨论“主要看
气质”，是不是也显得没气质？呵呵。

何来“主要看气质” □海平

@钱江晚报：12月11日，备受关
注的复旦大学投毒案的罪犯林森浩
被依法执行死刑。此案历经三年，一
波三折，至此司法程序宣告完结。只
是，尘埃未曾落定。相信许多人心里
仍无法完全平静下来。林森浩的冲
动行为结束了黄洋年轻的生命，也让
自己走上不归路，更留给两个家庭无
尽的哀伤。

这起悲剧，值得反思的地方太多
了。此前，网上已有不少讨论。而在
林森浩已被执行死刑的现在，尤其是
看了他最后接受央视采访、与父亲会
见的相关报道，我只有一种强烈的感
觉：教育好一个孩子真的太不容易了。

从表面看，林森浩是教育体制培
养出来的佼佼者，高考时以优异成绩

考入中山大学，又因成绩优秀免试进
入复旦大学读研。一个孩子培养到
这样，堪称成功的榜样。但事实是，
林森浩获得了好教育，却显然没有教
育好。也许他在专业上很优秀，在性
格与价值观方面却存在严重缺陷。
接受央视采访时，他不断提到自己精
神境界不够、修养不足，可见到了这
时候，他更多反思的就是这些“触及
灵魂”的问题。

过多注重成绩、成功这些标准，而
忽视人的内在素质，恰是当下学校和
家庭教育的通病。一个人从启蒙阶段
到长大成人，是建立人生观和理想追
求的重要阶段。但在这阶段，考试成
绩却是多数老师和家长追逐的目标。
这样的话，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就
会被扭曲成以“智”优先，进而被异化
为考试成绩优先。小孩在心智成长阶
段未能得到成人的良好指引，在性格

养成方面也就难免存在不足。
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林森浩后来

让家人把他银行卡剩余的钱用于购
买书籍，“供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后代
阅读”。他说：“从小养成一个阅读的
习惯并终身坚持，不会差的。”这个道
理并不新鲜，却是他以自己的惨痛教
训换来的朴素经验。书籍是通往思
想的途径。媒体公开过林森浩的书
架照片，架上只有专业书籍，而没有
一本浇灌人心灵的图书。从这个细
节或可窥探，林森浩作为学医的研究
生，为何对生命如此漠然。在他人生
成长过程中，或许过于匆忙地赶路，
而忽略了心灵滋养的重要性。

复旦投毒案留给人们思考的地方
还有许多。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我更
想说的是：考试成绩并不那么重要，重
要的是，要让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能
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任何困难。

头条 评论

复旦投毒案，尘埃未曾落定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让审计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

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
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对完善审
计制度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强调
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
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必将使审计利剑高
悬震慑常在。

长期以来，审计工作为维护我
国经济安全和推动反腐败斗争作
出重要贡献，为国家挽回巨大的经
济损失。近年来，人们所熟知的铁
道部刘志军案、民航系统李培英
案、国家开发银行王益案、邮储银
行陶礼明案等重大案件的查处，都
发端于审计。没有强大的审计，就
不会有切实的问责，就容易“牛栏
关猫”。因此，如何让“审计风暴”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国家治理体
系提供“免疫系统”的作用，是一项
重大课题。

当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审计
责任不清、相互推脱的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基层审计机关面临的
审计独立性不强、队伍素质不适应、
经费保障不足长期存在；一些地方

和部门有的问题年年审年年犯，“审
计风暴”一过，问题“涛声依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完善
审计制度作出重大部署。此次出
台的相关文件针对当前审计工作
存在的问题，一一开出方子。例
如，框架意见关于实行审计全覆
盖、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
机关的领导、完善审计结果运用机
制等规定，有利于实现党政同责、
同责同审等问题，让腐败无门。

顶层设计只是提升审计工作
水平的第一步。要完成 2020 年基
本形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审计监督机制
的目标，最关键还是要抓落实。此
次改革，牵涉部门较多，涉及利益
较广，需要统筹考虑，有步骤有重
点平稳推进，确保如期完成各项改
革目标，让审计利剑在保障国家重
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维护国家经
济安全、推动深化改革、促进依法
治国、推进廉政建设中发挥更重要
的作用。

□新华社记者张建姜伟超

●“我找过县法院，法院却
说不受理”

——陕西镇安县老人找县
政府讨要 168 万元水利工程款，
要了30年仍无果。

出处：华商报
●“本行对新中国成立前之

旧账不再负有债务上之责任”
——大连老人欲兑现 68 年

前5000万美元存单，花旗上海分
行称旧账转给了中行，中行称又

转给了花旗。
出处：金陵晚报

●“4年了，我心里一直想着
这事。现在，我终于可以慢慢放
下这块石头了”

——重庆女子银行卡多出
6000多元，事后方知系前老板为
离职员工补发4年前因企业困难
而未兑现的年终奖。老板称从
未忘记。

出处：重庆商报

一语惊人

评论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
胡诚勇王子遥）“海南要发展的休闲
农业，要让游客有得看、有得吃、有
得玩、有得住。”在冬交会第二天举
行的第二届中国（海南）休闲农业发
展高峰论坛暨休闲农业年会上，台湾
休闲农业领路者、著名农业专家孙明
贤这样建言。

孙明贤表示，休闲农业应当着重
发展“三生产业”，即生物产业、生
活产业和生态产业。对于海南乡村旅
游和休闲农业的发展方向，他建议，
建成集养生、度假、休闲、文体等多
功能为一体的休闲农业场所，发展本
地特色的种养殖产业，结合绿色生态
景观，打造高效、生态、多功能的

21世纪现代农业。
至于怎么做好休闲农业，中国农

科院首席科学家段然在政府扶持、品
牌产品开发、人才培养、社会协会参
与4个方面提出建议。中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陈海
洋则乐观地预计，未来5年之内将会
出现农业创客浪潮，其中最亮眼的将

是休闲农业创客。
海南省休闲农业协会秘书长黄文

斌表示，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对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就
业增收、推进新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而从总体情况来看，海南休闲农
业发展仍存在同质化竞争激烈、配套
产业和服务滞后等问题，亟需融合

政、产、学、研等多方力量，构建休
闲农业综合服务体系。

当天会上，来自13个省市、地
区的嘉宾都对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
的发展进行分享交流。会议现场还
举行了海南省休闲农业协会与北京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会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

海南休闲农业要发展成啥样？
专家建言：要让游客有得看、有得吃、有得玩、有得住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
者胡诚勇）冬交会期间，河北高碑
店新发地市场13日特意来到海南
召开对接海南基地合作交流会，
希望吸引更多海南冬季瓜菜企业
入驻市场，并承诺了多条优惠政
策，包括免除2016年4月30日前
档口租赁费、车位费、进门费等
一切经营费用。

据介绍，北京新发地市场承
担了北京80%以上的农副产品供
应，除了供应北京市场外，还供
应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是典

型的区域性批发市场。海南是我
国冬季的“菜篮子”供应基地，
70%以上销往全国180多个大中城
市，其中北京新发地市场是重要
的“中转站”。今年启用的河北高
碑店新发地市场定位为我国北方
乃至全国农副产品交易规模最大
的一站式采购中心，该项目占地
高达2081亩，投资高达54亿元。
此次选择冬交会来琼召开海南冬
季瓜菜种植企业合作交流会，也
是看重海南冬季“菜篮子”的重
要作用，希望能有更多海南冬季

瓜菜入住该市场，供应京津冀地
区。

海南省农业厅副巡视员张健
透露，海南与北京新发地市场建立
了产销大联盟，双方多年来保持深
度合作。今年冬交会期间，河北高
碑店新发地市场主动对接海南基
地，说明海南热带特色的农产品很
受欢迎。冬交会的品牌和平台影
响力很大，下一步，海南省农业厅
将组织企业前往参观考察，入驻河
北高碑店新发地市场，不断供应京
津冀地区冬季瓜菜。

京津冀大型农批市场向海南冬季瓜菜企业“招手”：

4月30日前免除档口租赁费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
党朝峰）在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
品冬季交易会上，20家农企参加了海
南股权交易中心联合海南省农信社
举行的集体挂牌仪式。首家成功挂
牌企业海南芭芭乐食品公司负责人
介绍，挂牌上市主要为取得固定的融

资渠道、增加知名度，希望做得更大。
据悉，海南芭芭乐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主要经营海南
热带果汁深加工企业，产品销往全国
十几个省市，代表产品“芭芭乐生榨
椰子汁”还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参展产品金奖。

20家农企集体挂牌上市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
张期望）12月12日，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在海口盛大开
幕。海航集团和中国供销集团共同成

立的供销大集网作为本届冬交会指定
线上交易平台，在12日开幕当天线上
成交额达15亿元，成为本届冬交会一
大亮点。

海航“供销大集”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