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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减少 90万村庄：
留住我们的根
最近，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走红，
用镜头讲述了 2
7件国宝重器的前世今
生，点燃了不少人“对话岁月、守护历
史”的热情。然而，在镜头之外，同样从
岁月中走来的中国传统村落却“正在呼
叫1
2
0
”。一组数据触目惊心：2
0
0
0年
全国拥有约 3
6
0万个自然村，这个数字
到2
0
1
0年缩减到了 2
7
0万个。相当于
在 10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天有 240多
个自然村消失了，
“像是草木枯荣，它们
默默地出生，又悄无声息地消失，没有
人记得它存在过”
。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
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都市，
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
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却往往是
另外一幅场景。为了保存这些民族文
化博物馆中历史悠久、遗存雄厚的村落
DNA，有时候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
的村子年久失修，破败消亡；有的村民

热

点 短评

一无所知，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
样也离不开历史文脉吸纳地气。因而，
村外出务工，人走屋塌；有的地方把古
对村落留此存照，就成了回答“从哪里
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
来”的标准答案，也成为标注“向何处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感叹：
“ 每座古
去”
的最佳注脚。
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核心
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
是人的城镇化，要顺势而为，要水到渠
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
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
的确，从《汉书》中“或久无害，稍筑
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身
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形成，到《金翼》 处其中的生活质量。有抢救者感慨：
里“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 “我们走进许多美丽的村子，有老树、山
仰，在很长的时间里，村落不仅承载着
庙、石板房，但是没有人。”在贵州黎平，
中华文明从无到有的使命，而且塑造了
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
中国人与人之间“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
7
0
0多年历史，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
成的框架结构”。在《乡土中国》中，费
村落”。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
孝通写道：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
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
乡土性的”。在这里，
“ 乡土”并不是一
建成民族风情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
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
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
发展特点的集合。到了今天，如火如荼
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
的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
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
路，固然需要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但同
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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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
“女德”让传统蒙尘

把糟粕标榜为“文化”，其
罚，这绝非他们所言的“传统文
实是真正的“反文化”。决不能
化”。但值得深思的是，他们为
让一些人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
何能招收到大量学生？或许，浪
招摇撞骗
子回头的“成功故事”，磕头认错
“点外卖不刷碗就是不守
的“驯服姿态”，向父母忏悔的
妇道”
“ 女 人 就 应 该 在 最 底 “催泪仪式”……戳中了很多人
层”……近日，辽宁抚顺一个所
的软肋。面对青春叛逆的孩子，
谓“女德班”的种种言论，引来
家庭教育无力之时，一些人打出
质疑。目前，当地教育部门已 “传统”的旗号，让很多家长失去
作出回应，认为该校教学内容
了辨别力。
中存在着有悖社会道德风尚的
民办教育机构也好、公益性
问题，勒令其立即停办。三从
群众组织也好，本来都应该是公
四 德 、男 尊 女 卑 的 观 念 ，打 着
立学校和家庭教育的有益补
“传统”的旗号堂而皇之回到课
充。而此类机构挂羊头卖狗肉，
堂，着实让人震惊。
以非学历国学培训代替正式的
类似现象，绝非只有这一
义务教育，以反现代的训诫代替
家女德班。前段时间，江西一
传播文化精神的教养，瞄准了一
家名为“豫章书院”的民办教育
些家长在教育观念上的误区，打
机构，也曾以戒尺、
“ 龙鞭”、关
着传统文化的幌子牟利。这不
“小黑屋”等方式体罚学生。在
仅祸害了孩子，也让中国优秀传
这家书院中，山长和教官、国学
统文化蒙尘。
教育和军事管理、仿古建筑和
应 该 说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铁丝栅栏、中国的礼乐之教和
化，对于现代教育事业大有裨
日本的森田疗法，形成了一个
益。比如书院制度，本是中国古
怪异的组合。而他们却自称， 代教育的珍贵遗产，书院构建了
自己进行的是“古法教育”。
老师言传身教、打破学科限制的
可以说，从“女德班”的奇
学习生活共同体，希望通过春风
谈怪论，到豫章书院的暴力体
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去教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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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90后盗窃累犯：出来还得偷，除了偷我不知道还能怎
么活】
1
9
9
7年出生，今年刚刚 2
0岁的周平（化名），却已因盗窃成为
累犯。3岁时父母离异谁都不愿意扶养他，将他留给了爷爷奶奶
照顾。十三四岁时，爷爷奶奶去世后，无人再管他，他开始以偷为
生。被抓后他告诉警察：放出来后我还是得偷，我只上过四年小
学，除了偷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活着。
网友@曾不贰：小小年纪没有好的引路人，哀其不幸怒其不
争。

识、启迪心灵，被视为“现代大学
教育改革的有益参考”。而传统
道德中，明荣辱、知感恩、重践
行，简单素朴的生活态度、重视
亲情的家庭人伦，也都是应该弘
扬的宝贵遗产，早已沉淀在中华
民族的心灵基因之中。可见，要
以传统文化助益现代教育，前提
是要取其精华，而且也需要有一
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问题。
把糟粕标榜为“文化”，其
实是真正的“反文化”。要继承
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决不
能让一些人打着传统文化的幌
子招摇撞骗。相关部门虽已介
入调查，但为何女德班能明目
张胆地进入教育行业，并形成
开班教学、外出演讲、售书卖盘
的产业链？政府机关在制定准
入标准、加强监督监管等方面
还大有可为。传统文化具有永
恒的魅力，而“学有所教”是每
个人的心愿，唯有立足当下，在
教育领域激活传统文化的优质
资源，才能更好地让传统文化
的水脉，
滋养现代人的心田。
来源：
《人民日报》

好，对村落的保护才会更加牢靠。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是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里每一个
人的理想愿景，也是国家城镇化建设的
目标所在。在云南古生村，习近平总书
记称赞当地白族民居的庭院“记得住乡
愁”，指出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
貌；在湖北峒山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设美丽乡村不是“涂脂抹粉”，不能大
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一道，
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有机组成部
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村落一直在重
构，但从未被终结。
毕竟，有的人一辈子在地里种田劳
作、生儿育女。生活不该被荒弃，他们
更不能被遗忘。
这正是：举头遥望天际线，俯首勿
忘土和砖。
来源：
《人民日报》评论

“延寿”

■王铎作

近日，某知名饮料公司负责人在参加某论坛时宣布，相
关研究结果表明，喝该饮料可延长寿命大约 1
0
%.
此消息一经
传出，特别是该饮料“延寿”性能仅在大鼠身上做过实验，并
不能确定是否同样适用于人类，立刻在网上引发关注和质
疑。一般说来，证明某样东西具有延寿功效，要拿出准确的
研究数据。目前来看，无论是维生素饮料还是精力饮料，都
没有延长人类寿命方面的具体研究。而且，这种研究需要跟
踪很多年，人群样本要很大，并且要避免各种特殊因素。即
便从宣传的角度看，突出某一产品哪怕是保健品的延寿功
效，
也是不合适的。
来源：经济日报

【高空极限挑战者吴咏宁坠亡敲
警钟，专家吁尽快为户外攀爬立法】
1
2月 8日，自称国内“高空挑战第
一人”的吴咏宁被警方证实，其在一
个月前的一次高空攀爬挑战中，意外
坠楼不幸身亡。面对国内外不断有
人参与其中的“爬高楼”举动，如何管
理成为重中之重。有专家表示，要尽
快建立健全与户外攀爬有关的法律
法规。出台一个类似于负面清单的
管理制度，对于一些比较危险的爬高
楼行为要明确禁止，包括明确坚决禁
止做这些户外活动的地方。
网友@Mr
菜菜：挑战的方式有很
多，但千万别危害公共安全。

【辽宁 6位农民历时一年制成“空客 A320”：或用于
开餐厅】
3
9岁的朱跃除了务农外，还从事过机械加工，从小
就有一个“飞机梦”，从去年 1
0月开始，他找到谭东辉等
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始一起造飞机。朱跃说，前期准备工
作就耗费了 3个多月，尽管不能起飞，但也要成为全国最
真实的“空客 A3
2
0
”模型飞机。这架完工的飞机模型长
3
7
.
8米、宽 3
6米(
含机翼)
、高 1
2米，按照空客 A3
2
0飞机 1
:
1比例建造，历时 1年花费 8
0余万元，用掉了 4
0多吨钢
铁。对于未来的打算，朱跃表示，将考虑开设空中主题
餐厅或提供婚纱摄影体验，让更多的人前来体验这架飞
机的魅力。
网友@月球表面的冰：作为老工业基地，虽然衰落
了，人员技术具备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