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平“遥控”
中国女排全胜
时隔16年重夺大冠军杯

从乡村教师到著名作家
阿来分享“爱的教育”

乡村教书 干农活换生源
阿来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一个地

质学家，从小居住在山村，他对外面
世界的全部见解都来自地质勘探队
员。他们打开的地图，去过的地方，
都让阿来无限神往。高考填报志
愿，虽然他将志愿全部填成地质学，
却阴差阳错地去了一所师范院校。

毕业之后，阿来成了一个用汉
语授课的乡村教师，被分配到一个
比自己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他坐
大半天汽车，又骑了三天马，才背着
两箱书翻越两座雪山抵达学校。
做乡村教师，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背
着干粮走村入户，劝农家子弟进校
念书。好不容易才动员十几个孩
子报名，结果开学两个月，学生大
量流失，又返回家里做农活。他苦
口婆心地劝家长重视教育，遇到劳
动力短缺的家庭，他甚至真诚地表
态，“你让孩子念书，周末我帮你们
干活”。

深感基层教育任重道远，19岁

的阿来本着“对得起孩子的父母”
的初心，苦心钻研适合孩子的教育
方法。在他看来，做老师最重要的
是设身处地为学生和家长着想，因
材施教，让家长对教育有信心，舍
得让孩子念书。因为教学卓有成
效，他在山村小学待了不到一年，
就被调到通公路的中学，次年又调
到县城中学带毕业班，实现了“三
级跳”。

与书为友 拒绝寻章摘句
在乡村教书期间，阿来开始海

量阅读，从《光荣与梦想》到海明威、
福克纳、惠特曼……他的阅读习惯
培养，写作语言训练，以及对故乡和
自然的感悟，都始于上世纪80年代。

当时，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
被分配去乡村教书，许多人都热爱
写作，常有人拿着诗歌小说请阿来
鉴赏。性格耿直的阿来直言“你们
写得不好，图书馆里的才是精品”。
同事反唇相讥：“你自己都不写，怎
么看得出作品优劣？”激将之下，阿

来创作了人生第一首小诗。有人将
小诗寄出去参赛，到了年底，阿来收
到了50元稿费和100元奖金，这笔
意外收获相当于他当时半年的工
资。

在他看来，无论阅读还是写
作，都是在自我教育、自我建设、
自我提升的过程，他建议教师和家
长都要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用阅
读的方式发现真善美，“善的动
机，美的形式，追求真相，这才是
我们应该追求的哲学艺术上更为
高级的真善美”。

有学生家长提问，为鼓励孩子
写作，是否该从记诵好词佳句做
起。教育经验丰富的阿来对此非常
抵触，他认为文字都有连贯性，任何
好词佳句的存在都有上下文语境，
不阅读全篇而记诵好词佳句，是偷
工减料的行为，“古人骂这种寻章摘
句的行为叫做蟊贼也，读一百个好
词佳句，不如完整读三篇文章，读懂
作者完整的意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2017 成 都 公 开 赛“ 新 沙 皇 ”争 霸 ？

卡恰诺夫在2016成都公开赛夺得冠军。（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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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入职三天就宣布怀
孕，孕期几乎没正常工作，产假
结束后就递了辞职信。”近日，浙
江金讯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张先生吐槽起一件令
人郁闷的事。记者在和宁波众
多人事经理聊天中，发现他们对

“隐孕”入职的女员工也相当头
疼。（宁波晚报）

隐瞒自己怀孕的事实，入职
三天就要求“保胎休息”，等产假
结束便辞职。这样的做法，确实
让企业“伤心”。但在“隐孕族”
并不鲜见的今天，看待这一现象，
还需要多一点辩证思维。

一方面，尽管隐孕族越来越
多，但隐孕入职，且结束产假便辞
职，也就是说纯粹让企业白白投入

“产假”成本的现象，在现实中到底
有多少？从常理推测应该只能是
个例；另一方面，“隐孕”虽说对企
业有隐瞒个人信息之嫌，但严格说
仍是求职者的一项权利。而选择

“隐孕”，在很多时候也不过是一种
无奈。比如，求职者如果在面试时
坦言自己已经怀孕，一般很难得到
入职机会。再比如，员工在职场中
若过早公布怀孕的消息，也可能影
响到自己的发展。

无论从职员自身的安全，还
是从公司的用人成本来讲，“隐
孕”都不值得提倡，但必须承认，
它不过是当前求职者或员工与
企业博弈的必然产物。道理很

简单，若职场对于准妈妈们有更
多的包容，必然会减少隐孕的必
要性。所以也可以说，隐孕其实
是职场文化与就业环境综合作
用的结果。而事实上，在员工与
企业之间，从现实的博弈能力来
讲，本就是企业强于员工或求职
者。而隐孕可能是员工真正为数
不多的“博弈”手段。因而，对于隐
孕现象，若只看到求职者或就业者
的“狡诈”，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从现实看，企业包容员工的
隐孕选择，也是一种必要的妥
协。这方面事实上也是受到法律
保护的，如在一起类似案例中，地
方劳动仲裁委就作出了这样的解
释：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
动合同直接相关的情况，劳动者应
如实说明。但哪怕求职者隐瞒了
怀孕事实，该行为不构成以欺诈手
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订立劳动合同，不导致合同无
效。也就是说，即便是员工隐孕入
职，企业也无权开除员工。

当然，承认隐孕现象背后的
博弈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只能由
企业独自承担这种额外的用人
成本。比如对于员工怀孕休假
特别是女性员工较多的企业，公
共财政可以税收优惠等方式来
降低企业的负担。再比如，从规
范企业用人和招聘的角度，遏制
对于孕妇的就业歧视，真正减少
对“隐孕”的依赖。

眼看着大宝上了幼儿园可
以喘口气了，没想到独生女儿紧
接着又添了二宝，老家山东的李
阿姨被女儿“央求”常住武汉帮忙
带伢。最近两三个月来，她突然
失眠，胃口也变差了，一下瘦了十
几斤。女儿带着她跑了多家医
院，吃了不少药，收效甚微。几天
前，李阿姨终于在武汉市心理医
院找到症结：过度焦虑患上了抑
郁症。据医生介绍，随着“全面二
孩”政策的放开，老人带小孩的压
力越来越大，出现情绪障碍的老
人明显增多。（武汉晨报）

在典型的中国城市家庭中，
“隔代抚养”的情况广泛存在。
其原本旨在通过代际合作来分
散和转移照看小孩的压力，但越
来越多案例表明，这一“模式”正引
发越来越多的问题。过去，人们更
多只关注“隔代抚养”对孩子成长
的不利影响，而如今因为带娃倍感
焦虑、压力山大的老年人，也成了
全社会所担忧的对象。

李阿姨的经历，其实颇具代
表性。她之所以抑郁，原因无疑
是多方面的。首先，照看孩子本
身就是个高度紧张的辛苦活；再
者说，在此过程中围绕“抚育孩
子”所产生的各种理念、方法争执
时有发生，这在客观上使得“被责
怪”的老年人陷入了一种吃力不
讨好的消极循环之中……

通常，老年人帮儿女带娃，
几乎必然意味着离开熟悉的生
活场景而来到一个全新的环
境。因为这种突兀的空间转化，

老人们必须经过一个再适应和重
新社会化的过程。背井离乡的老
人们，在陌生的城市中其实很难
找到新的朋友，也很难找到适合
自己的消遣娱乐方式。于是，繁
重枯燥的带娃任务，俨然就成为
了生活的全部内容。置之于这种
大背景下，出现情绪障碍的老人
数量增多并不令人意外。

很多老人在好不容易把家
里的“大宝”拉扯大之后，紧接着
又要面临着带“二宝”的艰巨职
责——由好不容易“卸下重负”
旋即却又马上“神经紧绷”，这种
短时间的大起大落，给老年人造
成的精神压力很可能是摧毁性
的。在很多家庭中，由于年轻人
习惯性的甩包袱，老人被迫担起了
带孩子的过多责任。就此，所谓的

“隔代抚养”本质上已经由“代际合
作”变成了一种“代际盘剥”，这可
说是另一种形态的“啃老”。

老年人因为带娃累出心病，最
直接的原因，其实就在于家庭内部
责任分摊的失衡。当家庭结构成
为抚养孩子最主要甚至是唯一参
与的社会单元，当老年人成为家庭
内部抚养孩子最主要甚至是绝对
担当的实施者，实在很难想象，有
多少老人能够抗住压力？善待带
娃的老人们，至少请多一点分担！

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终于
有了结果：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在
官网上发布公告称，《根据汽车
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一知名车
企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召回计
划，因为存在发动机熄火隐患，
决定自2017年12月25日起召回
180万辆缺陷汽车，创下召回纪
录之最。（人民日报海外版）

这个维权看点，不是在涉及
的召回量上，更是在维权官司甚
至打出的悲壮和沧桑感上。当
然，任何类似涉及面广，维权者
众的“准公益性‘诉讼’”，莫不如
是。主要就是因为角力双方，体
量相差实在太过悬殊。

但是，对比之下，国内消费
者的境遇也有不同。因为，这些
维权热点所指向的产品缺陷，其
实涉事企业是承认的，而且人家
也有主动或被动的甚至是其全
球范围的召回。可唯独，国内市
场，一再被选择性无视。这才是
那些召回事件，最惹争议之处。

国内消费者被漏，何止这一
次，跨国企业，知名品牌，从汽车
到手机，从食品到电器、家具，不
完全统计，像这样的事例在近十
年就有数十件。这些在本国市
场守法依规，社会责任、企业伦
理都无可挑剔，甚至在全球口碑
都算顶尖的行业翘楚，为何召回
时，大搞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看
人下菜碟？只有弄清为何外企
屡屡在这惯性“闯红灯”“耍无

赖”，才能对症下药。
类似尴尬，也是大玩“召回

歧视”的主因：一面承认按国际
标准自己确有缺陷，一面嘲弄你
的标准低于国际；或，实在狡辩
不过，还有拖字诀。只要你相关
制度监管、执法惩处不给力，它
先拖你十年再说。比如上述车
企，十年前的官司今日才“认
罚”。十年，哪怕一个汽车产品
都换多少代了，而当年维权者不
过得到一个心理上的胜诉安慰。

我们自己召回制度落后，所
涉产品服务也极度不全，而相关
配套惩处执法，也都是起步式的

“聊胜于无”。类似对维权者的
几百赔偿，对犯规者几万或数十
万的罚金，对这些全球巨头而
言，几乎无用。再加上，当初招
商引进时长期超国民待遇，不能
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这自
然怪不得人家一来就“耍滑学
坏”。资本逐利是天性，没有制
度性严罚震慑违规违法冲动，指
望自律是不靠谱的。

何况，也未必外企产品和服
务就比国内的更低劣，他们毕竟
多是行业龙头，各方都还是有先
发优势。吐槽内外有别，也更应
反思质检和执法标准的宽严限
度，是否足够严苛。同时国内的
质检品控，都不逊于国际主流，
那不管是外资还是民企，所有市
场主体都将被迫严格自检，否则
就无法立足市场。

隔代抚养别成另一种“啃老”
◎蒋璟璟

召回歧视：不在“内外之别”
而在“宽严之限”

◎李晓亮

“隐孕”入职，是职场博弈的产物
◎朱昌俊

脱发增发遮盖白发订假发
18年品质 逼真舒适

尚一假发：隐形假发正以燎原之势影
响全国。专业针对：白发不想染发、脱发稀
少、片秃、全秃、化疗脱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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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在首届成都网球公
开赛中，一位高大帅气的年轻球
员闯入了球迷视野，他就是俄罗
斯新生代球员卡恰诺夫，他在这
里夺得了职业生涯首个ATP巡回
赛冠军头衔。

无独有偶，早在2015年，比卡
恰诺夫还要小一岁的俄罗斯小帅
哥卢布列夫，在成都拿到了国际
网联青少年大师赛的冠军，这也
是他收获的首个冠军。

今年的成网，这两名俄罗斯
球员都将回到曾经给他们带来荣
耀的成都。他们谁将会在这里创
造新的奇迹，成为未来的“沙皇”？

卢布列夫福地重游
还不满20岁的卢布列夫，也是

未来网坛“沙皇”的有力竞争者之
一，目前他已经打进世界前40位，
击败过迪米特洛夫、戈芬、沃达斯科
等网坛名将，潜力无限。

卢布列夫的父亲是一位前职业
拳击手，后来转行经营餐厅，母亲则
是一名网球教练。青少年时期，卢
布列夫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他
获得2014年法网青少年组男单冠
军，2014年温网青少年组男双亚
军，2014年南京青奥会单打铜牌以
及双打银牌。2014年底，卢布列夫
登上了ITF青少年世界第一宝座。
2015年在成都举行的ITF国际网联
青少年大师赛中，卢布列夫击败弗
里茨问鼎桂冠。

转为职业选手之后，卢布列夫
在进军成年组的道路上进展神速。
在2015年底的克里姆林宫杯上，刚
度过18岁生日的卢布列夫搭档同
胞前辈图索诺夫，首次问鼎ATP世
界巡回赛男双冠军。2017年的
ATP乌马格公开赛，卢布列夫以资
格赛幸运落败者的身份，一路过关
斩将，击败弗格尼尼、洛伦兹等好
手，捧起职业生涯ATP单打首冠。

2017年美网，卢布列夫迎来了
职业生涯最伟大的突破。身为非种
子选手的他，首轮3：0击败英国人本
德内，第二轮爆冷3：0横扫7号种子、
保加利亚帅哥迪米特洛夫，第三轮
再接再厉以3：1打败德祖赫，第四轮
中仍然发挥出色3：0战胜9号种子、
比利时人戈芬，成功闯进了美网八
强。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世界
一哥纳达尔，卢布列夫虽以0：3败北，
但敢打敢拼的作风已经深入人心。

年仅19岁，就强势打进大满贯
八强，这样的惊艳表现，让外界对卢
布列夫的未来充满了无限期待。这
一次，卢布列夫将回到曾经夺冠的
福地——四川国际网球中心，相信
他不会让球迷失望。

重回
成都

卡恰诺夫
卢布列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

卢布列夫2015年在成都捧起自
己的首座冠军奖杯。 （资料图片）

牧羊少年拍摄的阿来。

9月10日，是第33个教师节，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四川
省作协主席阿来做客四川省图书
馆，他首先分享了一张照片：阿来
坐在草原的坡坎上眺望远方，而
照片的拍摄者是个牧羊少年。

阿来介绍，那年他去甘孜州
出差，晨起背着相机在草原上行
走，碰到一个从来没用过相机的
牧羊少年，对他的相机爱不释手，
阿来仿佛看到了“四十年前的自
己”，于是手把手教孩子拍照。

在教会这个牧羊少年拍照之
前，阿来曾做了5年乡村教师，而
自己从乡村教师到著名作家的成
长经历，阿来认为是阅读的力量
和教育的魅力。

9月10日，世界女排大冠
军杯进行了最后一轮比赛，已
经提前一轮收获冠军的中国
女排3：1击败东道主日本队，
以全胜战绩收获大冠军杯冠
军，这是中国女排时隔16年
再度夺冠，也是继俄罗斯、巴西
女排之后，第三支在拿到奥运
冠军后的次年“背靠背”登顶大
冠军杯的球队。

大冠军杯比赛中，作为
“编外人员”的郎平，并没有坐
到教练席，而是以观众的身份
在看台上观战，不过，戴着耳
麦的郎平似乎一直在幕后出
谋划策。执行教练安家杰也
多次在采访中肯定郎平的指
导：“赛前我们教练组会预想
有哪些困难，把很多预案商量
好，赛前和郎导商量得比较
多。比赛中如果有特别局面，
郎导会提示，我们会执行得更
多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排
核心主攻朱婷，无疑已成为公
认的世界头号主攻，她在本次
大冠军杯展现出的绝对统治
力，也是世界级的。同时，朱
婷和张常宁、袁心玥组成的

“朱元璋”组合，也确保了中国
女排拥有世界级的攻击力。
自从去年奥运会登顶后，中国
女排一直排名世界第一，而本
次大冠军杯登顶，也再次证明
世界第一的确实力不凡。从
女排姑娘们展现出的状态、竞
技水平来看，中国女排的实力
继续稳中有升。

在2015年拿到世界杯、
2016年收获奥运冠军、2017年
又拿到大冠军杯之后，中国女
排在这个周期只差一项世锦赛
冠军了，相信这也是郎平和这
支中国女排明年的目标所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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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恰诺夫荣耀归来
2016年，世界排名第101位的

卡恰诺夫入围成都网球公开赛正
赛，一路过关斩将击败多位种
子选手，成为赛事最大的黑
马，更是赢得自己的第一个
ATP巡回赛冠军。这位
1996年出生的俄罗斯小
将也因此成为新生代为
数不多赢下首冠的球员，
一时间引起了许多关
注。更为巧合的是，去年
10月2日他获得冠军这一
天，正好是他母亲的生日。

作为兴趣爱好，卡恰诺
夫三岁开始接触网球，后来
在父母建议下开始了更为
专业的网球训练。15岁时，
离家前往克罗地亚提升自己
的网球水平，两年后又去往巴
塞罗那和现任教练布兰克合
作。1米98的他，倾向于进攻式
打法，擅长反手直线球，将同样
身高臂长的萨芬和德尔波特罗
视为自己学习的偶像。

在成网夺冠之后，卡恰诺夫的
成绩稳步上升。法网，卡恰诺夫以
非种子选手参赛，连克伯蒂奇和伊斯
内尔闯入十六强，创造了大满贯最好
战绩。进入草地赛季，因为哈雷站四
强的出色表现，让他首次在大满贯中
成为种子选手。法网、哈雷、温网三站
比赛接连与费德勒、纳达尔和穆雷交
手，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的潜力，卡
恰诺夫的世界排名也一度上升至前
30，在ATP新生力量中稳居前列。

现在21岁的卡恰诺夫，被归类
到ATP新生力量军团，这个群体被
视为男子网坛未来的希望，其中就
包括德国球员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澳洲球员克耶高斯、克罗地亚球员
丘里奇、美国球员弗里茨和蒂奥菲、
英国球员埃德蒙德和俄罗斯球员卢

布列夫。“年轻球员的涌现是件好
事，”卡恰诺夫表示，“我们可以携手
和年长一辈的球员竞争，这种感觉
不错。希望未来我们互相之间可以
在巡回赛决赛中相逢。”

2017年赛季过半，卡恰诺夫即
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参加成都公开
赛，他表示，去年成都站的冠军对自
己来说意义非凡，非常喜欢这里热
情的球迷，喜欢成都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