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因为穷就一直苦着脸， 也不
要遇到一点事儿就不开心， 人嘛，开
心最重要，做起活儿才顺畅。

———在重庆某工地打工的 57 岁杨
某，下班后的一段戴着黄色安全帽在人
行道上蹦蹦跳跳欢快地前行的视频，被
网友上传后成为网络“爆款”。 这位开心
蹦跶的大叔如此对记者说道。

即便公司因不可抗力被彻底关掉，
我个人也会以“卖艺”之类的方式把债
务全部还完。

———以创业知名的锤子科技公司负
责人罗永浩， 因为欠下 370万元货款，被
江苏省丹阳法院列入“老赖”名单并发出
“消费限制令”的消息迅速成为网络热搜。
罗永浩公开回复称，会坚持把债务还完。

其实我自己就是做了个美梦， 现在
梦醒了，懂得了人生需要脚踏实地。

———山东 21 岁的女孩李某梦想成
为一名网红，入职一家公司后，她在别
人怂恿下选择了贷款整容，最终让自己
被贷款束缚。 之前约定好的公司替还美
容贷、各种津贴等终成泡影。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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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别少了想象力
□李娜

如今，“景区 + 文创”
成了一门生意经。 对博物
馆、景区来说，有了高品质
的文创产品， 可以更好地
讲述自己的故事、 拉近与
观众的距离。 但提升文创
品质， 真正做到在文化内
涵之上叠加“创造力”却并
非易事。

常听人抱怨，扇子、书
签、钥匙链，这些景区“标

配”式的所谓文创产品，南
北通吃，像从“流水线”上
来，品不出文化味。更有产
品卖着高价， 实用性却不
强，做的是一锤子买卖，走
不进生活的大门。

文创产品，赢得受众，
还是要在“文”和“创”上下
功夫。“文”字在前。深挖文
化内涵， 从特有的文化元
素出发，根据市场需要，找

到原创的应用方式，
做出招牌产品，让人
记住它专属的文化
味道。“创”字保鲜。

有创意，既要独特、实用，
又要与生活相融。 文创产
品的目标是服务于人。 当
文创产品变成人们生活中
触手可及的日用品， 因为
熟悉，引起共鸣，变得易于
亲近， 文化的传承和理解
也会在自然而然中融汇其
中，被消费者接受。

对文化怀有敬意，对
创意给予尊重， 找寻到与
生活的结合点， 这样的文
创产品才更有魅力。 这里
的“魅力”，不妨理解为来
自有文化内涵、 接地气的

“想象力”。故宫的口红、陕
西历史博物馆的“唐妞”系
列……无不立足传统、谋
求创新，赚足了眼球。就在
天津，也有“会讲故事的小
洋楼” 音频文创项目即将
上线。

纵观市面上那些受
人追捧的文创产品，无不
立足于自身文化资源，注
重标志性符号的设立，契
合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我们期待，文创产品带着
想象力，讲出更多精彩故
事。 ①2

晨读箴言

租房结婚也幸福
□刘琛

近日，“你能够接受租
房结婚吗” 的话题冲上微
博热搜榜，阅读量超 1 亿，
广大网友对这个话题产生
了强烈共鸣。 有网友认
为，有“家”才能结婚，有
“房”生活才有保障。 也有
相当多的网友认为， 买房
并非给予双方“安全感”的
唯一保障， 租房结婚作为
一种过渡可以接受。

事实上，租房结婚已
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不过，与过去传统的“结

婚必须买房” 的观念相
比，90 后的住房观念更加
理性，接受租房结婚的人
越来越多。

房子是租来的， 但生
活是自己的， 租房并不代
表不幸福。对不少 90 后来
说， 生活太早被房子固定
下来， 就意味着未来的人
生放弃了很多可能性。 与
买房结婚相比， 租房结婚
有着更多的自由。 省下的
钱可以做两个人喜欢的事
情， 避免过早承担巨大的

压力，收获另外一种“我的
人生我做主”的安全感。毕
竟，两个人步入婚姻殿堂，
最重要的是感情， 而不是
房子。 在经济不宽裕的情
况下，租房也挺好。

不过， 由于租房条件
有限、“安定感” 不足等因
素，“租房不是自己家”的感
觉始终是人们心中绕不开
的坎。 所以，对政府而
言，不妨积极改善城市
租房环境与租房权益，
保障租房人群与购房

人群同等享有子女就近入
学等公共服务权益。 比如，
用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以及
高端公寓、 开发商自持运
营、安置房等不同的租房形
式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
求， 让租房变得更轻松舒
适， 让人们更有家的归属
感、稳定感。 ①2

多些沟通和宽容， 世界才见其大；
多些沟通和宽容，境界才见其高；多些
沟通和宽容，人品才见其佳；多些沟通
和宽容，事业才见其进。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网红经济诚信为先
随着电商业态不断出新，现场直播、

网红推荐成了当下最热门的购物方式之
一， 主播在线展示更能满足消费者挑选
商品的需求，迅速成为“网红经济”。 但
看似直观的直播过程， 其实却暗藏购物
“陷阱”。

“网红经济” 的本质是口碑经济，一
旦没有了公信力这块基石，就难以成立。
当一次次的“新奇”体验变成“心酸”感
受，不仅直接影响顾客的感受，主播和平
台的可信度也遭到破坏， 成为“网红经
济” 长久发展的绊脚石。 尽管直播电商
在销售形式上发生了变化， 但商业经营
的本质不会变，“网红经济” 同样需要
“诚信至上”。 对于企业而言， 以诚信立
身，才能获得更多人的信赖，赢得市场尊
重。 ①2 （陈欣）

教师减负
□李洪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
教师发挥着立教之本、兴
教之源的重要作用。 一段
时间以来， 如何切实减轻
一些地方存在的教师负担
过重的问题， 让他们潜心
教书、静心育人，引起广泛
关注。

不久前，有媒体调查显
示，不少基层教师的时间被
“抢”走了：有些教师忙于写
材料、填表格，无暇顾及教
学；有些学校评比检查任务
重，教师疲于应对，拖慢了
课程进度；还有些地方的教
育部门倾向于从基层学校
借调人员，造成老师人均工
作负担加重……凡此种种，
有的与教学相关、 过于频
繁， 有的则与教学毫无关
系， 导致基层教师时间精
力被分散、 课堂主业被耽

误。对基层和学校来说，亟
待让教师把最宝贵的时间
精力配置到教书育人的主
业上。

办学有规律、 学校有
主业。今年 9 月，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上通过了《关于减轻中
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
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
意见》，要求“严格清理规
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
的事项”。有关部门调研发
现， 教师负担既来自教育
内部也来自教育外部，主
要表现在督查检查评比考
核工作过频、 社会性事务
进校园过滥、 相关报表填
写工作过繁、 抽调借用教
师过多等方面。因此，为教
师减负，首要就是找病因、
查病灶，找准“负担清单”
才能列出“减负清单”。 聚
焦教师立德树人、 教书育

人的主责主业， 让教师回
到本位，让教育回归本质，
广大教师就能安心从教、
热心从教， 学生也能舒心
学习、静心学习。

为基层教师减负，要
标本兼治， 就要从源头上
抓起。目前，一些地方的学
校、教师之所以难守主业、
难务正业， 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一些与教学活动无关或关
系不大、 额外由教师承担
的工作， 客观上增加了基
层教师的负担。 在某种程
度上， 这些问题是基层其
他领域存在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在教育领域
的折射。抓住必要的、强化
亟须的、减少无谓的、去除
无关的， 从转变作
风、树立正确政绩观
做起，把治理机制建
在前面、把减负政策

落到实处，让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失去生存土壤，基
层教师承受的负担才会减
下来。

从提高乡村教师生活
待遇， 到统一城乡中小学
教职工编制标准； 从职称
（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
斜， 到实施乡村教师生活
补助政策……面向广大人
民教师特别是基层乡村教
师的政策红利充分表明，
以问题为导向， 为教师想
办法、做实事，才是为教育
发展办好事、谋长远。在全
社会营造出尊师重教的社
会风尚， 必将能更好地让
广大教师轻装上阵， 把精
力放在教书育人上， 更好
地完成本职工作。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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