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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

昨天有媒体报道说，中国
所谓“万亿俱乐部”，也即GDP
值达到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
又增添了无锡和长沙两个成
员。这两个城市的 GDP 分别
为 10500 亿元和 10200 亿元。
2017年，无锡的GDP名义增速
高达 14%，而长沙的 GDP 增速
为 9%，该市 932 个重大项目就
完成投资4200亿元。

现在中国的“万亿俱乐部”
成员及其分布情况基本与整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相一致。

2006 年，上海率先达到了“万
亿”的水平。随后，在2008年，
北京进入“万亿”的行列。2010
年，广州跟进。2011 年，深圳、
天津、苏州、重庆跨入“万亿”之
列。而后，武汉和成都在 2014
年、杭州在 2015 年、南京和青
岛在 2016 年加入“万亿俱乐
部”。

进入“万亿俱乐部”的地
方，其发展民生的动力和底气
应该更足，居民的生活水平也
应该更高。超过2万亿元人民
币的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的
GDP水平，已经达到了富可敌

国的程度。即使以这几个地方
的财政收入及可支配财政规模
计，也已达到了许多土地面积
和人口规模都在其上的国家的
水平。但是，如果向其中财政
效率比较高的国家看齐，则上
海、北京、深圳和广州的民生水
平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当 然 ，GDP 只 是 一 个 数
值，其落实到地方财政以及地
方可支配财政的盘子里，是国
家的税收结构和事权划分的结
果。但无论如何，“钱多好办
事”应该是办好事的前提条
件。“万亿俱乐部”的成员，自然

也应该在民生上面为后来者做
出一个示范。

不将 GDP 的提升与民生
水平的提升相联系，也即不将
发展成果与民生相联系，这样
的GDP纯粹就是一个数字，所
谓“万亿俱乐部”也无非是一张
政绩榜单而已。只有把 GDP
与民生相联系，才能挤干 GDP
的水分。如果声言 GDP 又增
加了多少，增速又是多么喜人，
但民生没有提升或者没有得到
相应提升，那么，这样的 GDP
就很可疑，这样的政绩榜单就
该挤挤水分。

1 月 3 日，新华社消息说，
内蒙古自治区承认 GDP 数据
有假。报道称，“自治区政府财
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县、
区）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财
政审计部门反复核算后，调减
了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0 亿元，占总量的 26.3%；经
过初步认定，应核减 2016年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900亿元，
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这
些数字，堪称惊人。

“万亿俱乐部”可羡，争当
俱乐部成员也可佳，但造假则
应杜绝。

“万亿俱乐部”扩容与自曝GDP造假

□盛玉雷

紫光阁遭遇地沟油，真是让人
啼笑皆非。

事情从那个因歌词被批评的说
唱歌手说起。网络爆出的疑似其粉
丝群聊截图显示，因为微博号“紫光
阁”批评了这个说唱歌手，其粉丝反
击“你一个饭店凑什么热闹”？误以
为“紫光阁”是一家中餐厅，提出“去
投诉卫生问题”。很快，“紫光阁地
沟油”就出现在微博“实时上升热
点”中。对此，认证为“中共中央国
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紫光阁》杂志
社”的官方微博幽默回应：叫不醒装
睡的人、躲在食堂瑟瑟发抖。

且不说《紫光阁》是本党刊，紫
光阁还是我们接见外宾的重要场
所。紫光阁遭遇地沟油，真是让人
啼笑皆非。这样一件“尬闻”，把如
何“粉”明星的老问题，再次带入公
众视野。

粉丝将偶像“孤立的优点”扩大
成了“全面的优点”，导致其选择性
失察、无条件崇拜。社会心理学认
为，偶像崇拜不仅是自我的延伸，也
会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感。通过粉
丝团内部以及不同粉丝团之间的互
动足以强化这种归属感。

有人这样评价疯狂的粉丝，“他
们的生活很富足，可是他们的思想
却很贫乏。”的确，沉迷于为了攫取
市场而“被塑造出来的明星”，容易
落入消费的全套，在自我循环、自我
强化中，导致认知的封闭，无法建立
完善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有时候，
过分的热爱就像一团熊熊烈火，不
仅会伤害到热爱的对象，还会将自
己烧为灰烬。翻看粉丝评论就会发
现，“还是孩子”“都不容易”“给个面
子”“吸毒管得着吗”……在这样的
幌子之下，疯狂粉丝更容易丧失判
断力，衍变成“紫光阁地沟油”之类
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周星驰在

《喜剧之王》里总是捧读《演员的自
我修养》，也许，是时候有一本《粉丝
的自我修养》了。

从艺人的角度来看，公众人物
的一举一动可能会掀起蝴蝶效应般
的巨大影响。一个长期占据粉丝注
意力的偶像，可以挡住一个人的开
阔视野使其失去自我，也可以为其
打开一扇大门去认识世界，关键要
看他有无道德责任心和社会使命
感。高唱“白色粉末”并不会显得多
么酷炫，性情率直的表达也不只有
爆粗口一种方式。以身作则，向社
会释放更多道德和责任，才是偶像
们真正对粉丝负责。

当然也要看到，这样的社会责
任，不仅艺人要有，覆盖公共议题的
载体也要有。热搜榜排名能否被购
买？舆论走向是否被消费？面对这
些质疑，平台需要反思。平台不应
是粉丝掐架的地方，也不仅是营销
赚钱的地方。

紫光阁被泼地沟油
该有一本《粉丝的自我修养》

嘲讽：家长套路深

@茶小嘿：老师的内心是
崩溃的：我走过最长的路，是你
给的套路呀！

@错落的花瓣：明显是碰
瓷儿啊！快一年了才去举报。

@能不能让我用个名字：
仙人跳，跳人民教师。

@泽观蓉财：建议对该家
长以涉嫌行贿罪处以拘留。

奚落：坑了自己的孩子

@一只菇凉啊：家长自以
为整了老师，但也不想想后
果。现在全校的人都知道你家
是什么样人的了吧？

@MoneyGS：这个孩子在
学校是抬不起头来了。

@杨宇鹏 666：父母是人
生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有如此
做法，又能培养出多优秀的孩
子呢？

@锁哥_87015：家长耍小
手段，赢了老师，输了孩子。可
悲。

诘问：为何处理老师？

@星辰之 2020：这 个 时
候，法制怎么这么严格？

@赵文6212：明知道是挖
坑还要处理？

@木研：这种情况对老师
处分明显不当。

@零度的胃：学校没有保护
教师的责任吗？装什么无奈！

遗憾：老师有途径返还

@善良的力哥1992：怎么
也是收了，没贪念不会收。

@香醇得恛憶：这个老师
就没有错吗？收到贿赂的钱不
可怕，可怕的是不上缴组织。

@想背上背包去旅行_
琳：老师真不想收，点开干什
么？就算不小心，返还的时候
对方家长不收，那也有各种途
径返还。

@胶济铁路风云：这种很
好破，给他充值 100 元话费就
行。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教师收学生家长红包“被坑”
被诫勉冤不冤？

“不 将 GDP
的提升与民生
水平的提升相
联系，也即不
将发展成果与
民生相联系，
这样的 GDP纯
粹就是一个数
字。

有人这样评价疯狂的粉丝，“他们的生活很富足，可是他们的思想却很贫乏。”

据1月10日南方都市报报
道，张老师是广东连州一小学
班主任，班上一学生家长要求
给孩子换到中间位置，因这名
学生个头高会挡住其他学生，
老师没答应。去年春节，家长
给张老师发了88元微信红包，
张老师顺手点了，并马上返还

一个90元红包，但家长一直没
收。

近日，该家长把张老师收
受红包的截图发到网上，并到
教育局举报。张老师被诫勉谈
话。校方称，家长给老师挖了
一个坑，他们也很无奈，因为老
师确实违反规定。

□梁鑫

如果教师有悖师德、有违
法律法规，教育局不处理，当然
不行。但具体到这名班主任春
节期间收取学生家长 88 元的
微信红包，随即回赠更大红包
未果，教育局是否有必要给予
其诫勉处理的决定呢？虽有依
据但并非不可商榷。

按照国人习惯，这名班主
任的举止合乎情理：大年初一，
学生家长发来微信红包，尽管
事先并不知道额度会是多大，
但肯定不会超过 200 元，不收
显得不近人情。张老师点开学
生家长发送过来的微信红包，

绝非主观故意要收受学生家长
礼金。且收下红包后随即回赠
一个更大的红包，既是弥补，也
是礼尚往来。

不过得承认，张老师的行
为确实造成了轻微的违规。如
果也能像那名学生家长那样，
不点击“领取”其发送的微信红
包，便不会给人口实。家长的
举报让一个本来春节期间的社
交行为变成了涉嫌违规的事
件。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身
为老师，还是主动规避这类不
必要的行为，才是对自己的保
护，也是对自己声誉的维护。

▶点评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

@微言博议

寒假将至，为给孩子们营造良好的上网环境，引导孩子们安全上网、健康上网，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部署各地推动网上“护苗”行动，发布推广“护苗·网络安全课”系列课件，向孩子和家长们普及网络安全
知识。 新华社发

“护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