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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观澜

“非名山不留仙住， 是真
佛只说家常”， 这是五台山一
座寺庙的对联，因饱含哲理和
禅意成了广为传诵的名言，从
一个侧面印证了“家常话”是
多么受欢迎。

遗憾的是， 在一些会议、
文件和发言中，“家常话”越
来越少， 词藻华丽的对仗、排
比越来越多。 如此下去，公文
看上去是越来越“讲究” 了，
但离老百姓的诉求却越来越
远了。 对此， 舆论圈颇为感
慨，甚至发出“真佛只说家常
话，妖怪常说对仗句”的愤懑
之词。

究其根源， 家常话也好，
对仗句也罢，并非只是语言表
达差异那么简单，其背后折射
出的是立论者的立场和文风，
甚至与那种浮夸不实的世风
也不无关系。

佛学其实比很多“文件”
更为深奥，往往不易被大众理
解或接受，因此，那些佛学修
养高深者在讲经时并不刻意
照本宣科、引经据典，往往使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深入浅出
的“家常话”，从而博得共鸣。
诸如“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
提”之类的经典禅语，几乎人
人易懂。

显而易见，无论是从传播
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受众的立
场来看，不绕弯子、接地气、明
白晓畅的“家常话”都是受欢
迎的。 尤其是具有公共立场的
公文、讲话，格外需要注意语
言的鲜活力和生命力。“用群
众的语言， 讲群众的道理，解
群众的困惑”， 是公文的出发
点，也是广大群众所期待的。

那些动辄“高屋建瓴、思想
深刻、主题鲜明”之类的套话，常
常是讲者口吐飞沫、听者不知所
云。那些八股式的“提高认识、细
化措施”之类的“一二三四五”列
举式大话空话，同样因空洞无物
而令人生厌。

古人云 ，“修辞立其诚 ”。
公文、讲话并不是不能使用修
辞手法，反倒是要格外讲究语

言表达的方法和艺术。 不过，
无论怎样美化修辞，都不能违
背“立其诚”的本义。 那些没有
实际意义的修辞 ， 越讲究藻
饰 ， 越容易陷入假大空的窠
臼。 不讲方式、不着边际的修
辞 ，就好比隔空喊话、隔靴搔
痒， 既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更没有抓住百姓的心。

文风体现党风， 文风影响
世风。 从历史上看，我党在整
风运动中十分注意此类问题，
经典的《反对党八股》深得民
心。 少数人流连于“文山会海”
中，迷失了立场、脱离了实际，
满口“之乎者也”“甲乙丙丁”，
整篇对仗、排比，把发言整成
了“赛诗会”，不在解决问题上
出实招， 只在措辞上下功夫。
时间短了，招致反感 ；时间久
了，或许就会脱离群众、脱离
实际，真的是“兹事体大”。

奉劝那些爱讲官话、套话
者， 还是多讲一点“家常话”
才好。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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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话
□于杭

我 20多年没下过水了，但生命在水
里就是一瞬间的事，我来不及多想。

———湖南益阳从事河道疏浚工作
的王起满，随船准备开始工作时，听到
有人呼救，看到有个小孩在水里挣扎，
他顾不上脱掉衣服就跳进河里施救。

看到汽车起火，当时没多考虑，本
能反应就是快救火， 害怕车里有被困
的人。

———一辆轿车在山东临沂某地发
生事故后起火， 附近加油站工作的一
对夫妻，看到车辆起火，便拿起灭火器
飞奔过去，3 分钟将火扑灭。 网友纷纷
为他们的行为点赞，“反应太快了！ 善
良的夫妻档”。

当年毕业后就各奔东西，50 多年
后能再次联系上，真是太不容易了，特
别感谢警察同志。

——家住武汉市汉阳区桥东社区
的方先生，找到社区民警谢鸣，想要在
有生之年寻找到失联多年的老同学张
某，希望民警帮助寻找。 了解情况后，
谢鸣凭借丰富经验， 多方翻阅人员迁
户信息记录，走访打听，终于查询到了
张某子女的电话号码， 最终让方先生
如愿以偿。 ①2

本报综合

“三无”小区
当下“三无”（无物管、无主管、无

人防物防） 小区的治理成为普遍存在
又亟须解决的民生难题。 半月谈记者
调研发现，目前“三无”小区面临物业

“懒得管”，居民“不服管”，职能部门
“很难管”等困境。 因其治理较为复杂，
安全隐患多，正成为城市里的顽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无”小
区之所以沦为“三无”，年代久远、设施
老旧看似主因，但这不过是外因，内因
还在于“失管”。 然而，“三无”小区的

“失管”也并非是一夕而成。 这其中既
有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客观问题，也
有自身局限性等主观问题。 双重驱使
下，才让这些老旧小区一步步陷入“失
管”这一泥潭。

让三无小区不再失“管”，坚持问
题导向，方可精准破解。这首先有赖于
政府、基层党组织、社区、物业等各方
形成长效合力， 共同构建良性互补的
工作机制。其次，要转变治理思路，“三
无”小区如烫手山芋无人敢领，说到底
还在于“无利可图”。 对此，在大幅提高
政府专项补贴力度的同时， 不妨因地
制宜地开发可“反哺”小区管理的公共
收益模式，如首层商铺改造、空地改停
车场等，充分利用小区的闲置资源，激
活老旧小区的“造血功能”。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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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温州一则“居住
几十年的房子面积差 0.96 平方
米，孩子不能就近上初中”的新闻
引发广泛关注。对此，当地相关部
门回复称，用于初中入学的房屋
产权建筑面积需在 20 平方米以
上（住宅性质），据市民所述实际
情况，该房产不符合入学要求。不
少网民质疑，将入学权益与房产
面积挂钩的做法，是否有违教育
公平。 事实上，将入学权益与房
产面积挂钩的新闻并不是第一次
出现，此前，深圳、菏泽等城市，也
曾出现过相关新闻。

将入学资格与房产面积挂
钩的做法，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存
在，并且也一直伴随着争议。 这
一次相关话题再次引发关注，主
要是“差 0.96 平方米就不能就近
入学”的细节，进一步放大了这种
规定本身的不合理性。 就像当事
人的所指出的：“本人及弟弟也曾
就读这所中学， 现因面积少了
0.96平方米， 我儿子就不能就读
这所中学，是否不太合理？ ”

一些地方之所以这么做，确
实也有“苦衷”。比如，据说温州曾
大范围存在炒作小面积学区房的
问题， 甚至一度出现 8.6 平方米
的学区房售价超百万的新闻。 那
么， 教育部门规定房屋产权面积
在 20平方米以上才能入学，就抑
制了 20平方米以下的“学区房”
的炒作空间，这似乎是在为“学区
房”降温。 但现实未必如此，因为
可炒作的房子更少了， 可能导致
竞争更激烈了， 这只是说提升了
炒作的门槛， 而并没有实质性解
决学区房被炒作的问题。所以，这
种做法的初衷是否成立， 其实是
可疑的。至于在法律层面，则明显
是于法无据， 也与教育公平理念
存在冲突。

事实上， 为了解决学区房炒
作问题， 这些年上上下下都在进
行探索。教育部在 2022年工作要
点中就提到， 全面落实免试就近
入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指导
各地完善学校划片政策。 所谓学
校划片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将
学校入学资格与小区完全对应，
而是在一定范围内“随机”分配，
这样一来， 就增加了一些房屋上
所附着的学区价值的不确定性，

从而减少社会的炒作动机。 相对
来说，这是一种更务实的做法。 但
是， 学区房在根本上说是优质教
育资源供应不充分、 区域分配失
衡的产物。 因此，要化解社会的学
区房焦虑， 还是要多在教育资源
的供应上想办法。

其实， 将入学资格与房屋面
积相捆绑的做法， 基本上是参照
了此前一些地方的落户政策，也
即购买多少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就
能够落户。 但现在，多数城市的落
户都接近于“零门槛”了，还继续
将入学资格与房屋面积挂钩，则
更显荒唐，是该改进了。 如去年 9
月， 山东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要
求“学区房套内面积要大于 60 平
方米才可以入学”，一经公布立即
被舆论质疑， 相关政策也因此被
取消。

当然，优质教育资源的供应
与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之间的矛盾， 必然将长期存在。
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缩小
这种矛盾，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
来回避它。 这首先就要从改变一
些存在争议的惯性做法入手，
真正去找到对的解决方式，做对
的事。 ①2

入学资格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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