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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掀起人才落户潮
只花3分钟就拿到户籍准予迁入证明

走偏的摔碗酒走偏的摔碗酒：：无知营销该收手了无知营销该收手了

◆特别关注

◆手机随手拍

◆周末评论

“咣当、咣当……”一进美食街，
先闻摔碗声。今年清明、五一假期，
摔碗酒在西安火爆一时，摔碗声此
起彼伏。

西安版的摔碗酒勾起了年轻人好
奇心，参与、体验者趋之若鹜。但也有
人质疑摔碗酒纵容破坏、鼓励浪费、不
环保、不安全、噪音污染，更有人揭秘，
摔碗酒是死囚行刑前、与死者诀别时
饮的酒，又称断头酒、诀别酒、上路酒，
让不明就里的消费者摔碗喝酒是营销
噱头、是丧文化还魂的表现。

食客不明白摔碗酒的意义

今年五一假期，记者在西安一美
食街看到，两处摔碗酒体验摊点排着
几十米的长队，年轻人居多。喝酒摔
碗者摆姿势、同伴拍照，成为“标配”程
序。河南游客张先生说：“喝酒摔碗不
拍照，就白来了。”

记者看到，美食街墙上写着“摔碗
一上手，山都抖一抖！”“喝了摔碗酒，
家里啥都有！”等宣传标语，记者观察，

游客们排队喝酒摔碗，对店家宣传上
所说的“碗过头顶，心中许愿，口中大
喊碎碎平安”要求并不在意、也不去遵
行，只当是一乐，酒碗摔了就够了。记
者问了 10多位食客、围观者摔碗酒的
来历、寓意，无一人知晓。四川游客杨
先生说：“只知道摔碗酒源自陕南，有
什么传说、文化内涵不知道，感觉就是
猛喝、狠摔，发泄了一下。”

美食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摔碗
酒项目是 2014年引自陕西省岚皋县，
是当地民俗文化，今年春节在网上意
外走红。据了解，摔碗酒还先后在陕
西鄠邑区、武功县，河北、山西等地被
复制推广。陕西省岚皋县某旅游公司
负责人叶文雅说，摔碗酒并非岚皋本
土民俗，岚皋也是从外地引入，是店家
吸引游客的一种商业模式。岚皋版摔
碗酒在岚皋知名度一般。

摔碗能解压？

随着摔碗酒被复制推广、走红，
食客、游人用摔碗舒缓紧张、排解压
力的成分越来越淡，把酒碗摔响、
摔碎倒成了体验者注重的细节、破
坏的快感。长安大学教授魏阳青表
示，摔碗酒似乎为当下人们情绪宣
泄、减压找到了一个出口，但造成了
资源浪费、不环保。这种没有文化的
营销就是一种噱头。靠摔碗解压、用

物质消耗、资源浪费满足占有、快感
实不足取。

酒碗制作需要取土、耗电，碗渣无
人回收、无处利用成为一害。体验过
摔碗酒的福建阙女士说：“我感觉挺
浪费的，只摔了一碗。”对此美食街
刘斌表示，摔碗不存在浪费、也不存
在不环保，碎碗渣会按建筑垃圾回填
和瓷片工艺品制作，现场安保及工作
人员尽力优化秩序、保证游客安全体
验。至于该不该产生这些建筑垃圾、
谁来回收、谁来回填，这位工作人员没
有提及。

摔碗酒耗费土地能源应该叫停

摔碗酒本是借势生事的民俗消
费。但经过商业包装的摔碗酒走的是
发泄、破坏的偏路，赚人气的代价是耗
费土地、能源，把断头酒、诀别酒、上路
酒拿来牟利，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宣
扬的是颓废、没落的丧文化、饮食习
俗，在多元化的思想领域、商业社会，
围观叫好、趋之若鹜者还是要多几分
清醒，对冒犯消费者的营销噱头、对铜
臭侵蚀文化保有警惕。 □ 大秦

这次，教育部对“高考状元”和“高考升学
率”使用的不再是“不得炒作”的说法，而是直接

“严禁宣传”。新的说法，取消了“不得炒作”这
一说法形成的模糊地带和变相操作空间。

来自教育部的两则消息，引人关注。一则
是派出7个督查组分赴全国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治理专项督查；另一则是确保今年高考安全，其
中明确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

中小学生苦于培优，久矣；并非没有治理，
而是效果很不明显。在校内培优、教师参加校
外培优被明令禁止后，校外培优却更形火爆。
除无资质开展培优之外，还有超纲培优、强化应
试、提前教学、组织等级考试和竞赛等乱象。此
番督查，希望能对各地整治这一顽疴痼疾有大
的推动。

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则是另一
个强化应试的推手，同属陈年之疾，甚至比培优
之疾更为久远。极盛之时，“高考状元”不只是
一些中学的骄傲、某些媒体的宠儿，连有的大学
也以录取多少个“状元”作标榜，地方发奖，披红
游行。

近些年，每年高考之后，都有媒体强调不要
炒作“高考状元”；但分数一出，许多媒体上仍然
满是“第一名”们的故事。至于高考升学率，在
不少地方不只是作为衡量办学的考核指标，还
被拿来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

这次，教育部对“高考状元”和“高考升学
率”使用的不再是“不得炒作”的说法，而是直接

“严禁宣传”。新的说法，取消了“不得炒作”这
一说法形成的模糊地带和变相操作空间。过去讲“不得炒作”，
一些人会说，适度宣传一下不算炒作。现在直接“严禁宣传”，
再没有自行解释的余地了。

“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
理”，不只是教育部的要求，而是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在举办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共同宣布的。部际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包括教育部、中宣部，以及中央网信办、工
信部等部门。因此，这一禁令，应是包括学校、媒体、网络和全
社会都须遵循的，出面对违禁者作“严肃处理”的，也应不仅限
于教育行政管理机关。

此外，近年来，随着留学市场的扩大，一些教育单位开始宣
传“洋高考”，一些媒体也将“洋高考成绩”作为可喜成绩加以刊
载。于是，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某中学生被好几个国外著名大学
名校录取的新闻。

这种“洋高考状元”“洋高考升学率”的宣传，不仅加重“应
试教育”的氛围，还若隐若现地流露出一股以“洋大学”为标准
的气味，并且为社会的教育攀比推波助澜，使“出国读大学”俨
然成为风气，似乎不把孩子送出国读大学，就是失败。对这种

“洋高考”的宣传，应与对“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的宣传一并
禁止。 □ 刘洪波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
才。”电影《天下无贼》中这句广为流
传的调侃台词，来形容当下各个城
市为吸引人才推出各项优惠政策非
常恰当。去年以来，包括武汉、长
沙、沈阳在内的国内多个二线城市纷
纷出台“户籍新政”，对以大学生为
主的高学历人才等降低落户门槛，并
辅之以住房、就业、收入等诸多优惠
政策，对人口和人才的吸引力日趋增
强，多地都出现了落户人口“井喷”
现象。基层干部和学者表示，户籍新
政凸显出二线城市人才工作思路的转
变，而改善人口结构、增加城市活
力、撬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溢出效
应”也在初步显现。

多地“零门槛”落户
吸引人才“走进来”

因为推出落户新政，户籍部门人
头攒动的场景频频在武汉、长沙等地
轮番上演。

3月底的一天，在西安市公安局
雁塔分局曲江派出所，2017年从西安
工程大学毕业的侯雨菲持身份证和毕
业证书，只花了 3分钟就拿到了户籍
准予迁入证明。“我毕业后一直在西
安工作，看现在的落户新政很便捷，
就想先把户口落下来，准备在西安长
期发展。”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侯雨菲
说。

侯雨菲的落户便捷得益于今年西
安推出的“升级版落户新政”。实际
上，自去年 3月推出户籍新政以来，
西安已连续 4次进行政策升级，从放
宽学历、年龄限制到“身份证＋学历证
明”落户再到最新的“在校大学生凭身
份证和学生证在线落户”，门槛不断放
宽，落户更加便捷。

拥有89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的武
汉一直苦于留不住人才。去年以来，
武汉不断降低大学生落户门槛，基本
实现“零门槛”：无论本科、专科，
只要在40岁之内，凭大学毕业证即可
登记落户，硕士博士不受年龄限制。

28岁的法医学硕士马静红毕业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2015年，
他放弃上海公务员的工作机会，选择
和“师兄”留在武汉创业，创办了湖北
崇新司法鉴定中心。

由于刚毕业在武汉没有购房，马
静红不符合落户政策。没有户口的他
总觉得缺少一种归属感。在外创业就
如飘萍，心里没谱。如今，“落户新政”
彻底解决了马静红的担忧。

落户新政的实施就像催化剂，引
发了前所未有的高素质人才留汉落户
热潮。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洪山
区等政务服务中心看到，办理落户手
续的大学生几乎天天“井喷”。为了让
其落户“少跑腿、少证明、少排队”，各
区户政窗口加派人手，延长上班时间，
业务量平均比以往增长3倍。

长沙也推出“人才新政 22条”，实
行“先落户后就业”，全日制本科以上
高校毕业生凭原户口本、身份证、毕业
证即可办理落户手续。

来自湘江集团的郭为强是该政策
去年 8月份实施后第一个落户长沙的
高校毕业生。24岁的他告诉记者，自
己去年 6月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毕业，虽然在京读书 7年，但长沙这几
年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越来越好。在

“零门槛”落户后，自己已有了在长沙
买房定居的打算。

户籍新政配套齐全
解决人才后顾之忧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 10月以来
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就有近 20个城
市与地区发布了引进人才的新政策。

其中大部分城市
都 出 台涉及购
房、租房的优惠政
策，甚至还有就
业、收入等配套措
施的“组合拳”。

去年底，刚
从华中科技大学
毕业半年的李婉
终于在武汉有了
属于自己的“小
窝”，一居室的公
寓交通便利，房

间内空调、热水器、家具样样俱全。而
租金更是比周边便宜五六百块。而这
得益于武汉针对大学生推出的买房和
租房新政策。

去年9月起，沈阳市对企事业单位
引进的全日制博士给予 3 年每月
1000－2000元的资助。对新落户并在
沈阳工作的全日制博士、硕士和本科毕
业生，在沈首次购买商品住房的，分别
给予6万元、3万元和1万元购房补贴。

西安出台的《人才安居办法》提
出，采取购房补贴、租赁补贴、人才公
寓等方式满足对引进人才的住房保障
需求。

长沙市委组织部副县级组织员刘
怀彧说，“长沙对青年人才实行‘一
落户九补贴’十项政策，即高校毕业
生‘零门槛’落户、租房和生活补
贴、博士硕士购房补贴、博士后科研
人员生活补贴、‘四青’人才奖励补
贴、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开办费补
贴、经营场所租金补贴、优秀青年创
业项目扶持资金、高校毕业生就业见
习补贴等。”

武汉在全国率先明确大学毕业生
在汉工作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并出
台提供可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让大
学生能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买到
安居房、以低于市场价 20％的价格租
到房等政策。

目前，占地 1000亩、户型在 50平
方米左右的首个“长江青年城”正在武
汉黄陂区紧张建设中。该项目配套公
共食堂、图书馆和其他现代化公共设
施，今年就将建成投用。“我们的目标
是打造一个精致的现代化大学生生活
社区，而不是提供一个只能睡觉的‘火
柴盒’。”武汉市招才局“双创”协调推

进部部长石柏林说。

落户人口呈现“井喷”
各地瞄准“人才红利”

各地的户籍新政带来户籍人口
“井喷”，而户籍新政对实现经济社会
良性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完善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在落户新政推动下，多地户籍人
口呈现“井喷”：去年，西安全市学历落
户 11.4万人，占户籍新政落户人数的
81.78％。今年第一季度，西安自市外
迁入户籍 24.49万人，其中博士以上
392人，硕士研究生 6689人，本专科
生12.5万人，另有9851人以人才引进
方式落户。“去年同期市外迁入仅
2.61万人。今年一季度全市人口机械
增长已经是去年全年的 1.2倍。”西安
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户政处副处长梅
庆铭说。

武汉市招才局统计数据显示，去
年武汉共吸引大学毕业生落户 14.2
万人，是上一年的 6倍，创历史新高，
今年前 2 个月已落户 35225 名。从
2017年 8月到 2018年 1月底，长沙新
引进 10 万余名海内外优秀人才，公
安机关办理高校毕业生“零门槛”落户
32000余人。

专家表示，二线城市纷纷开展以
户籍为手段的人口、人才争夺战，体现
出赢得人口红利和对人才的渴求。“生
物医药、高技术服务业、新能源及节能
技术、资源与环境技术等行业高速增
长，长沙产业多元化发展日益明显，迫
切需要人才。”长沙市委党校经济教研
部教授李跃说。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翟
绍果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地位确
立之后，西安发展迎来空前利好机
遇。户籍新政对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
展、促进产业转型、完善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出当地“人
才优先”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改善就业
环境和城市化建设。

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招才
局常务副局长孙志军说，留下百万大
学生不仅是人才战略也是人口战略。

“就是要为武汉市赢得第二次人口红
利和第一次人才红利。” □ 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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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新闻太多，真相不够用；观点太
多，事实不够用。在国家高度重视传
播手段创新、大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的今天，是谁制造了谣言纷飞的“爆款
舆情”？又是什么堵塞了我们获取信
息的畅通渠道？
过去“以讹传讹”，现在“有利可图”
“西安市中心医院：昨天凌晨二点

二十三分，十三名男女感染 sk5病毒死
亡，最大的 32岁，最小的 5岁，参与抢
救的医生已被隔离，中央一台电视新
闻己播岀，暂时别吃西瓜，目前广西贵
港已有13167个已感染。”

这是近日在记者的几个微信群里
流传的一条消息。实际上，只需要在
搜索引擎检索核实一下，便知这是一
条彻头彻尾的谣言。

记者在深圳等地调研发现，网络
谣言已开始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新动
向：越来越多的网络谣言开始从单纯
的“以讹传讹”朝着有组织、有预谋、有
经济利益诉求的方向转变。

来自深圳市网信办的信息显示，
近期在深圳出现的网络谣言中，有关
房地产的谣言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
例，这些谣言多为房地产相关人员故
意炒作，意图制造紧张情绪，从而影响
市场行情，从中获利。
“既能发泄不满，又能随手赚钱”

在经济利益的裹挟和资本力量的
推波助澜下，虚假信息屡禁不止，网络
谣言加码升级，甚至逐渐形成一条不
为人知的规模化灰色产业链。

“既能发泄不满，又能随手赚

钱，的确是商机。”某“评论专员”
说，这一行业俗称“喷子”，文雅些
的称谓叫做“评论专员”“推广专
员”。“圈子里自成体系，雇主会寻找
专业团队，在新闻门户、论坛和微博
微信上，发帖、灌水、扩散，根据任
务难易程度付费。”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团队链条紧
密，运作专业。他们会尽量从始至终
了解事件全貌，尽可能周全地分析原
委，并根据雇主要求拟定相应的基础
模板或提纲，然后再根据传播趋势和
热度，掐准特定时间节点，有计划地
在各大平台发布具有争议性的评论。

“只要给钱，无论是品牌洗白，还是
艺人黑评，都照接不误。”某专业舆
情制造团队负责人说。

“以法律成方圆，还舆论以清朗”
昆山论坛总编辑李河军说，不可

否认，近年来自媒体平台的管理无序
固然助长了其嚣张气焰，但深究其原
因，还是法不责众的观念作祟。“网络

‘民意替代’和‘审判替代’发展到最
后，都将成为只以舆论为导向、脱离公
平轨道的悲剧。”

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雪嵘
说，法律的适用范围不能局限于事件
的收尾和定性，还要将那些自媒体平台
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以法律成方圆，
还舆论以清朗”。同时，可考虑将自然
人网络诚信纳入公民征信体系，加强网
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之联动，让那些网络
失信、中伤、造谣者，在现实生活中处处
受制、寸步难行。 □ 刘巍巍 陈宇轩

给钱就刷屏！是谁制造了谣言纷飞的爆款舆情

检修 王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