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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遨游太空、C919飞天、海水稻测
产、首艘国产航母下水……过去的一年中，
中国科技发展佳绩频出，许多科研人员在
基础研究领域的艰苦付出和坚守让人肃然
起敬。事实证明，搞好科研、做好学问需下

“笨功夫”。
一国科技进步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研究

和原始创新能力，如果没有下“笨功夫”的
精神和“笨功夫”取得的成就，原始创新就
难以突破。正是有了许多科研工作者孜孜
以求，坐得了冷板凳，经得起百般考验，才
有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可能。

2017 年，国产大飞机“三兄弟”运-20、
C919、AG600蓝天聚首，殊不知这一成就来
自于国内100余家企事业单位、数以万计科

研工作者10年的科研攻关，其中许多是需
要下“笨功夫”的基础工作；中国战略科学
家黄大年孜孜以求，五年磨一剑，完成航空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走完西方发
达国家20 多年走完的路程；“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带领团队培育出亩产超一千公
斤的超级杂交稻，背后是数十年深入田
间、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基础实验；诺贝尔
奖得主、青蒿素发现者屠呦呦87岁高龄仍
认为“得奖、出名都是过去的事，我们要好
好‘干活’。”

能下多少“笨功夫”往往决定着成就的
高低。发达国家做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
取得不了新成果；等着别人做了大量基础
研究，我们再来做分析和决策，往往只能受

制于人。而如果是我们自己踏踏实实、敢
啃硬骨，就能够取得先机。

“可以十年不鸣，争取一鸣惊人。”当
前，科技创新环境良好，国家科技重大项
目、重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如雨后
春笋。但是也要看到，浮躁风气、功利心也
在不同程度侵蚀科研氛围，培养“冷板凳坐
十年”的科研精神更加不易，更为必要。

对此，作为科研工作者要有清醒认识，
掌声和鲜花只代表对过去成绩的肯定，而
科研创新永远都是面向未来的奔跑。只有
胸怀创新使命，立志长期事业，肯下“笨功
夫”，潜心做研究，才能取得骄人的成就，才
能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加速推动从科
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战略转变。

搞科研离不开“笨功夫”
胡 喆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2018年春运，该公司首次对
14趟节前回空列车推出打折优惠服务，引
导旅客“反向过年”，打折日期为2月1日
—15日。其中，终到站为上海站或上海南
站的列车共有 7 趟，出发地包括成都、安
阳、郑州、信阳、南昌、西安等，优惠幅度最
多八折。

春节回空列车车票打折，有两大看
点：一方面，这是市场化与公益属性的
结合，过年回家是刚性需求，铁路自然
要以公益性为主；而回空列车本身就客
流不足，打折促销，引导新的反向过年
方式，也是顺应市场化之举，具有多赢
效应。

另一方面，春运作为全国人口的一次
大迁徙，过去基本都是从沿海城市向中西
部地区流动，这是由经济社会格局所决定
的。不过近些年，随着沿海城市制造业转
型升级，部分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城市转
移，沿海省份外来务工人员结构已经发生
变化，再加上大城市逐步放开落户等限
制，让更多外来人口以工作地为家，由此
带来的一大积极结果是，今年春运客流规
模不再大幅增长，而是与去年基本持平，
这是一个好现象。未来随着经济更加充
分和均衡的发展，想必春运压力能够逐步
得到缓解。

春节反向车票打折优惠是有益尝试
斯 恪

据媒体报道，在重庆一家火锅店门
口有这样一则招聘启事——全城招聘
最能吃辣员工，你能吃多辣，工资就有
多高。面试时，应聘者有微辣、中辣、特
辣三种辣椒可选，根据招聘者吃辣椒的
等级来定工资，每个等级相差 500 元到
800 元不等。

而网上曝光的另一家公司，招聘广告
更为奇葩：要求业务人员“谈过恋爱、追过
女孩”；要求工务主管“打过群架、背过黑
锅”；要求车辆驾驶“闯过红灯、逃过违
章”……

用人单位在不违背劳动法的基础上，
有自己的独特要求也无可厚非，毕竟每个
企业都有自身情况，可以自由选择应聘
者。但是，有些过于奇葩的要求，很难从
中理出与工作能力相关的逻辑链条，只是
用人单位的“大开脑洞”，甚至面试官个人
的“内心大戏”，就难免背离了招聘的初
衷。毕竟，招聘的目的是为了招贤纳士、
广揽英才，而并非哗众取宠的“秀场”。作
为用人单位，更应承担弘扬社会正能量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而非频出怪
招，夺人眼球。

面对越演越烈的“奇葩招聘”，一方
面，当地劳动主管部门、提供招聘场地的
劳务市场管理部门等都应依法予以制止，
责令用人单位纠正奇葩内容，铲除奇葩招
聘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应聘者应当
明确就业方向，做好职业规划，放好心态，
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寻找自身的硬性条件
和软实力说服用人单位。

奇葩招聘不能搅了用人市场
张苗苗

大队长主题火锅是全国知名火锅品牌，在全国16个
省区市拥有100余家门店。地处重庆的江北区北城天街
店，不久前还被评为“放心火锅店”。但据半月谈报道，
就在这里，客人吃到的火锅油，却是和地沟油同属回收
油的“潲水油”。这种油因反复加热、循环使用，会产生
大量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早已被明令禁止使用。

通过“卧底”偷拍的视频，大队长主题火锅使用“潲
水油”，也就是将以前客人吃到的火锅油再反复加热、循
环使用，而他们对消费者却称用的都是一次性锅底。锅
底收费也并不便宜，38元与58元。

大队长主题火锅是重庆火锅排名前十强，而在2017
年12月，重庆市火锅协会联合商委、食药监局等部门认
定了全市第一批“放心火锅店”。现在来看，这一认定究
竟是对大队长主题火锅的反讽，还是监管部门的失职？

大队长主题火锅使用“潲水油”问题，只是揭开了火
锅店使用回收油做锅底问题的冰山一角。此类问题，对
火锅店来说不是个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
生产经营“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重庆市食品
安全委员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火锅类餐饮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也要求严查采购或使用“地沟油”“潲水油”等
违法犯罪行为。但“潲水油”却屡禁不止，其原因就在于违
法成本太小，而“潲水油”却能带来暴利。同时，对违法者的
打击力度不够，消费者维权存在举证难等问题。

对此，需要监管部门采取更有力的监管，对于火锅等
餐饮行业餐厨垃圾废料的处理，要制定明确的标准，回收过
程全程监管，从源头上减少“潲水油”流向餐桌。同时也要
加大对不法商家的惩处力度，鼓励内部员工举报，重奖举报
人、保护举报人，从而倒逼企业诚信经营、规范经营。通过
监管部门带头，多措并举，形成全社会合力，才能有望“净
化”火锅锅底，“净化”餐饮行业、食品行业。

“放心火锅店”真可放心吗？
戴先任

头发被冰花覆盖，像顶着一丛雾凇，脸庞被冻得通
红，眼神中却透着乐观调皮。这两天，一张“冰花男孩”
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一番“萌萌哒”的嘻笑之后，许多
人内心翻腾起辛酸和挣扎。

在“冰花男孩”走红的当天，云南省发布了寒潮蓝色
预警。从小男孩所在的昭通市鲁甸县转山包小学提供
的照片上看到，学校的大门、校园里的树木上都结满了
冰花，教室里有孩子双手满是冻疮，一只小胳膊的下面
是一张99分的数学试卷。

刺眼的冰花和鲜红的99分，不只是寒冬里一碗励志
的鸡汤，它将许多坐在空调房里给朋友圈点赞之人的牵
挂，系向遥远的贫寒地区。

“冰花男孩”是许多高寒贫困地区求学孩子的写照，
折射的是一个大问题。在转山包小学，他并不是该校学
生走路上学距离最远的一个，距学校最远的学生要早上
五时半起床，步行3小时山路上学。而在地处乌蒙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昭通市，113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中就有小学生13.87万人、占在校生总数近47%。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面对“冰花男
孩”，当地有位教师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回首当年石径
远，天寒地冻与君同”。这说明寒冬求学的艰辛是一个
老问题。多年来，一双温暖的手套、一间暖和的教室，成
为一拨拨孩子的渴望。

大问题最怕积重难返，老问题最怕“见惯不怪”。我
们期待，在脱贫攻坚中，不能止步于让贫困孩子们“有学
上”，还要“上好学”。孩子们是社会中最柔弱的群体，他
们理应得到更好的爱护。

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必须加大贫困孩
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动作为、及早谋划。众人一
心，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是精准脱贫、全面小康的
题中应有之义。

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
吉哲鹏

用身体强行阻拦列车车门关闭，与合肥站工
作人员发生争执。日前，一则“女子阻碍高铁关
门发车”的视频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女子阻拦高铁列车关门，她自己认为是有
道理的：老公还没上车，就在检票口，但被检票
员给拦住了，但只需要 10 秒钟，老公就可以从
检票口跑上火车，为什么不给检票放行？我请
求列车人员用对讲机跟检票口说一声，列车还
没开呢，请他们放行一下，列车人员就是不给
说，于是我就……

或许，真的是这位女乘客所说的那样，10
秒钟时间，她老公就可以跑上火车。但铁路上
规定了列车开动前的停止检票时间。这是出

于安全最大化、保障站内秩序的考量所制定的
制度。既是制度，铁路人员必须执行，而乘客
也应遵守。认为车还没开，只需10秒钟就能上
车，这 10 秒钟的时间都不能灵活一点？不能

“人性化”一点？实际上是某些人的规则意识
出了问题。

规则就是规则，规则的价值在于它的普适性
与约束性。有些人总想以“不会出问题”的理由
变通规则，实际上是不懂规则的表现。几乎每年
的高考以及考研、国考等重要考试，都会出现忘
带身份证、准考证等情况，然后是被拒绝进入考
场。而这对于考生来说意味着什么，自不必说。
但一些人往往指责执行规则的监考人员不人性，

而同情被拒绝入场的考生，暴露的是一些人不懂
规则的毛病心态。考试带准考证、身份证，不能
迟到，是规则，必须遵守。今年江苏高考英语考
试中，又有一名考生迟到了一分钟而被拒入场。
舆论中又出现了对监考人员的指责，认为太冰冷
——就迟到一分钟，就把人家的命运给毁了？可
如果规则允许有“一分钟的通融”，则意味着，“一
分钟的迟到”在规则约束之外，进一步定义这个
逻辑，就是允许迟到一分钟；再进一步讨论这种
逻辑，迟到二分钟行不行？

显然，如果任何事情都可以“变通”，都可以
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进行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那
就乱套了。

“女子阻高铁”是规则意识出了问题
马涤明

日前，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儿科贴出通
知：“儿科医生长期超负荷工作，多名医生病
倒，请家长就近选择其他医院就诊。”

因为患者太多，医生直到下午两时才得
空扒两口饭；医生一出诊室就被围上，上趟
洗手间都不得不先道歉；为了减少上厕所次
数，嗓子发炎也不敢多喝水……

然而，我们却不该对此见怪不怪。如果
仅仅把“带病坚持工作”视为应有的崇高，把

“累倒一片”的现象当成敬业奉献的表现，很
容易遮蔽问题的实质。“累倒一片”的背后，
既有医生主观上的敬业精神，更有客观上儿
科医生短缺的严峻现实。

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
白皮书（基础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儿科医
生总数约为10万人，却要服务2.6亿0岁至
14岁儿童，平均每2000名儿童才能拥有1名
儿科医生，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 20 万。
儿科医生短缺的背后，是儿科医生职业风险
高、薪酬待遇低、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
负荷重的真实写照。许多医学毕业生不愿

从事儿科，现有儿科医生纷纷跳槽改行，人
才流失现象严重。

儿科又被称做“哑科”，因为幼童不能
言语，即使能言语亦往往词不达意，治疗
不懂得配合，且又脏腑嫩弱，稍有不慎便
会贻误病情，所以一般都认为治小儿病最
难、最累。在制度上，让儿科医生的苦和
累获得相匹配的体现和尊重，是破题的关
键。其次应有效增加儿科医生的培养和
供给。从源头上加大加快儿科医生的专
业化培养，对于缓解当前捉襟见肘的无
奈，对于应对未来幼儿数量的大幅增长都
非常紧要。

中华“儿科鼻祖”北宋名医钱乙，一生矢
志于使“幼者无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
悲”。这又何尝不是儿科医生们的共同追求
呢？儿科医生“累倒一片”是种现实提醒，既
提醒政府加大力度破解儿科医生荒，也提醒
公众，不论多么心焦如焚，也要对包括儿科
医生在内的广大医护人员多一些体谅，多一
份尊重，多一点理解。

儿科医生“累倒一片”是种提醒
李思辉

山 东 高 青
警方日前成功
破获系列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
一举捣毁两个
犯罪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十
余人。目前，高
青警方已核实
他们通过兜售

“彩票秘籍”诈
骗 500 多万元，
涉及 7000 余名
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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