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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暖闻周刊
□ 张 坤

张桂梅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网友 3
字留言刷屏——她值得。

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让
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张桂梅在回忆那无数个令她难忘的家访经历时
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一直在想，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许就如冬天
的阳光，在一些人备感寒冷时给她们带来了温暖
和希望。而以后，那些因为上了大学，彻底改变了
人生的女孩子，也将会像阳光一样，温暖她们曾经
寒冷的家。冬天终会过去，她们一起迎来的终究会是
春暖花开。

张桂梅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平凡的乡村
教师，她真实的故事一直感动、鞭策着我。同样做着
育人、助人的工作，我备感差距还很大。

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甘当人梯，我们几人
能做到？特别是当我们倡导立足岗位、为人民群众

“办实事”的时候，或许张桂梅都没张口说过多少、下
笔写过几句，但却实实在在把青春华章写在了祖国
大地上，点点滴滴做实事暖到了人心中。

反观一些把办点“实事”老挂在嘴边、写在文件材
料上，却没有发挥实效的，怎不汗颜？即便做了点所谓

“实事”，其实也是早就该做、本应做好的事情——而
其中有些造作敷衍的，只能算是绑架“实事”，甚至有
形式主义之嫌。比如一个大家庭，本应人人因为“我
们都是一家人”而办实事，但如果只为应付检查、评
个先进、博个美名，故意只做那些最“出彩”的高大上
活儿、只选最“应景”的突击活儿、只干最“避问题”的
容易活儿，都有违“办实事”的本义。日前看到一则

“女子为植物人丈夫办残疾证，被要求必须本人来”
的新闻，更让人直呼荒唐，把“办实事”背后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丟掉了。

从张桂梅身上学到的，是办点“实事”并不难，难
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办实事”，更难的是几十年如一
日解决难题办好“实事”。

从张桂梅身上学到的，是捧一颗赤子心赤诚心，
把“实事”办得有深度；带一份枝叶关情、大爱师情，
把实事办得有温度，坚持一股坚韧劲辅以高效方法
论，把实事办得有力度。

从张桂梅身上学到的，是把“国之大者”与我的平
凡岗位如何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是把优秀传统文化与

我的“日用不觉”如何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是把“大家”
的事业成长与我的个人成长如何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从张桂梅身上学到的，是始终把解决老百姓的
急事难事烦心事放在心头。1932 年，毛泽东同志赴
洋溪村调查农业生产情况，途经一座残破的小木桥，
人走上去非常危险。他对同行的同志说：“党的干部
一定要急群众之所急，不能因为其他工作忙，而忽略
群众的基本的生活问题。”于是大家齐动手，短时间
内建起一座稳固的新木桥。对于张桂梅来说，在艰
苦、偏远、贫穷又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尽己所能把
传道授业解惑融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学、家访
中，看似很小，却折射出党性和作风。今天我们要切

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必须贯穿“十四五”时期乃
至更加长远的发展进程，必须和深入实施青年发展
规划等具体岗位的主责主业结合起来，这是广大党
员干部时时对标的明确要求。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如果“办实事”有实效，丝
发可以牵大象，一步步小脚印，定会走出大道来；如
果“办实事”无用功，千斤重担砸苍蝇，一个个小问
题，终会积成大危机。

“办实事”需要忠诚老实，还需要实事求是，于
“老实”中守忠诚担道义，于“求是”中找规律建机制。
一批又一批优秀共产党人，一心为民、鞠躬尽瘁，始
终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始终坚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

考验我们是不是办实事的，从是不是真正用心
用情用力开始；检验我们是不是办实事了，是以人民
群众满不满意为标准，是以问题导向、自我革命、改
善自我为过程。

办实事，学桂梅，从当下真诚不做作地为身边工
作生活的“家人们”做点什么开始！

办实事 学桂梅

□ 曹 林

跟几个朋友聊“信息超载”这个话题，聊着聊着，
都被自己身上平常浑然不觉、却极易谋杀时间的习
惯吓着了：收藏了很多长文章，却很少阅读；本来读
某文，却很容易随链接跳到其他信息；拿起手机做某
事，很快被信息吸引最后忘记要做啥；睡前刷视频，
刷着刷着一两小时就过去了；对某件事本有判断，但
信息看多了就没主见了。远超我们大脑处理能力的
信息，让我们不断在焦点中转移，寻找多样性和刺激
性信息，严重损害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夺走了支撑我
们耐心和长时关注的“深度注意力”。我们是信息巨
人，却可能变成知识侏儒！

能感觉到社交平台和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反思，
面对信息的围困，努力在用知识进行突围。今年能明
确感受到的变化是，娱乐明星不那么热了，娱乐信息
不那么容易上热搜了，学者教授和专业工作者这些
掌握着知识的人，在社交平台的人气越来越高。前几
天一篇文章很火，谈到了北京大学和它社交平台上的
数百万旁听生，讲到了名教授的公开课在网络上的火
爆。很多平台都把“知识生态”和“知识普惠”“知识下
沉”当成了自己的追求，一改以往“信息轰炸”的面孔，
在流量和变现上向知识生产者倾斜，打造知识网红和
专业网红，满足现代人对知识的深度渴望。

这种从信息向知识的转型，是一种进步。学者刘
擎在一个访谈中提到的“喜欢独处又迷恋信息，是年
轻人的存在性焦虑”，戳中了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焦虑
痛点。信息茧房给在困惑时代的人提供了一种虚假
的解决。这是算法造成的，它把你喜欢的同类的东西
喂送给你，让人有一定的稳定性，但这是以世界的部
落化为代价的——是的，必须做减法，从同质信息的
迷恋和娱乐围猎中跳出来，我们才能获得新知。努力
满足用户的求知欲，社会平台和网络的这种知识追
求，也正是回应当下公众的存在性焦虑。

我们的注意力正被泛滥的信息所吞噬，戴维·温
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提到一个可怕的数字：仅
2008 年一年，美国人消费的信息就达到 3.6 泽字节。
泽字节是多少？一部《战争与和平》的电子版放到
Kindle 上所占空间大小是 2MB，一泽字节相当于
5×“10的14次方”部《战争与和平》——这还是2008
年的情况，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和自媒体高度活跃
的当下中国，这个数字可能更不可思议。读懂了“泽

字节”，算一算平均分配到每人每天所消费的信息，
就知道我们宝贵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哪是你在消费信息？分明是信息在消费你，吸引
你的注意力，谋杀你的时间，占据你的内存，损害你
的思考能力。信息与知识最大的区别在于，知识是滋
养你的东西，让你越来越厚重，而信息是对你的消
耗，你的时间和注意力，最后都折算成别人所收割的
流量。娱乐似乎成为无聊的避难所，但用非常简单的
娱乐来打发无聊，之后更加无聊。知识的习得，能开
阔你的视野并支撑你的输出，而高度同质化碎片化
的信息方式，则让人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什么是知
识？知识本身即是对信息的萃取、筛选和过滤，通过
对信息做减法从而获取知识，让我们免于被无用信
息占据内存。

1934 年，诗人艾略特在一首名为《岩石》的诗中
发出灵魂三问：我们在生存中失掉的生活在哪里？我
们在知识中失掉的智慧在哪里？我们在信息中失掉
的知识在哪里？尤其是最后一问，直击困于信息过载

茧房中现代人的软肋。怎么才能从信息海洋、信息垃
圾、分析瘫痪中跳出来？要跳出信息围困而去拥抱知
识，有必要养成三个习惯！

第一，需要我们主动去搜索，而不是习惯被推
送、被喂养、被收割。有一次讲座，交流环节中有学生提
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下很多社交平台过于娱乐化，满眼
明星八卦，这个遛狗，那个牵手，这个出轨，那个恋爱，
面对这种信息环境我们该怎么办？我反问：为什么我的
社交媒体首页很少看到这类信息？其实网络信息很多
元，有很多严肃新闻和专业内容，你自己需要尝试主动
去获取，而非等着被喂养。你不仅是信息消费者，其实
也应是一个内容生产者，你为改变你所批判的不良信
息环境做过什么努力，写过几篇严肃的评论？

好的平台不仅提供内容，更应能鼓励一种“身体
前倾”姿态（而不是等着被喂养的后躺姿态），主动去
搜索和探寻，发现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知识。

第二，需要我们摆脱娱乐装置的依赖，提高枯燥
耐受能力，才能获得新知。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生

活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环境中的一代人，被“精彩”
惯坏了，越来越失去忍耐枯燥、在枯燥中学习的能
力。人们热爱爆梗、段子、金句、笑点、生动、包袱的感
官刺激，习惯被消耗自己时间的娱乐信息所喂养，学
习感官已经钝化，进入不了越过枯燥门槛而深度学
习的境界。

娱乐是娱乐，知识是知识，不要期待“寓教于
乐”。麦克卢汉曾预言，工具延伸了人哪一方面的能
力，人的那些方面就必然会变得麻木——这是一个
让人尴尬的现实，媒介延伸着人的肢体，也是一种

“截肢”。据说，伦敦出租车是否应该配备车载 GPS
定位系统存在争议，后来就做了一个实验，结果发
现，配有定位系统的司机对伦敦的空间记忆力急剧
下降。学习和求知也是如此，娱乐信息的装置上瘾
中，求知器官逐渐退化。

第三，与优质的专业内容生产者和知识生态保
持连接。克伦威尔说，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攀登得比他
不知道的地方要高。这个信息泛滥的媒介环境中，优
质内容依然是稀缺品，被何种内容“熏陶”，读什么样
的书，获得几流的知识，决定了我们有几流的视野。
尼采说，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监狱，而目光所及
处，就是监狱的围墙。信息构建的茧房，只有知识带
来的眼界扩展才能打破。乐见名教授们成为知识网
红，乐见网络呈现出的知识气质，让我们从空心而焦
虑的“信息人”，成为有灵魂的“知识人”。

北大教授们成知识网红见证时代知识趋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老师，我踢碗的时候该怎么用力？”

“要均等用力，不要晃动。”

10 月 26 日，在广西艺术学校长堽校区杂技练功

房，庞天华在朱保雄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双人晃管。踩

在小伙伴肩上，练着高难度动作，这个 15 岁男孩脸

上透出同龄人没有的冷静和果敢。

还有一年半，庞天华就要和哥哥庞天生、弟弟庞

天润从广西艺术学校杂技班毕业。庞家三兄弟的境

遇曾牵动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不少爱心人士的心。

2014 年 6 月，挂靠在共青团博白县委的博白县

微笑爱心社（现更名为博白县微笑爱心协会）志愿

者下村走访，发现庞家是个特殊的家庭。孩子们的

父母、奶奶智力都不健全，爷爷双目失明瘫痪在床。

家里原有的泥瓦房已经倒塌，村民出于同情，出钱

帮 他 们 搭 建 了 一 间 瓦 房 栖 身 。10 多 平 方 米 的 房 子

里，挤着一家 7 口人，地上堆满了孩子父母从外面捡

回来的旧衣服和各种杂物。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三

兄弟看起来个子比同龄孩子小很多。庞天生经常到

村里的水库抓些小鱼小虾，给两个弟弟补充营养。

“ 当 时 3 个 孩 子 都 没 有 上 户 口 ，也 没 办 法 领 低

保。”微笑爱心社志愿者、时任博白县人民法院少年

法庭庭长的马晓丽马上为庞家三兄弟写申请书，并

协调派出所民警上门为孩子们拍照、办理身份证，从

而为孩子们申领低保。

之后，志愿者又上门为三兄弟家打扫卫生，从房

间里清理出好几车垃圾，还集资为这家人购置了两

张床，隔三差五带着米面油前去探望。

当时，只有大哥庞天生在上学。微笑爱心社志愿

者、博白县博城中学校长陈柳萍同意接收三兄弟去

学校念书，不收取一分钱费用。三兄弟就读期间，因

为基础较差，学习跟不上。老二庞天华读了一年便辍

学跑回家，不愿再回学校。

后来，马晓丽结识了在博白县同一蓝天协会做

公益的吕光东。吕光东在博白县民间文化艺术保护

传承和展演中心工作，该中心下辖的博白县杂技团

培养出不少远近闻名的杂技演员。参观剧团后，孩子

们表示对练杂技很感兴趣。在征得他们叔叔的同意

后，三兄弟进入博白县杂技团学习。

去杂技团学艺前，志愿者专程带着三兄弟向照

顾过他们的博城中学校长陈柳萍鞠躬致谢，然后陪

他们去公园玩了一个下午。马晓丽的手机里保留着

那天的照片，公园的碰碰车上，三个懵懂的少年比着

V 字手势，露出天真的笑容。

博白县是广西最大的客家人聚集地，有着客家

山歌、乡傩歌舞、采茶歌舞等丰富的传统文化。2014
年，博白县被中国杂技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杂技之

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愿意送孩子学杂技“吃

苦”的家长越来越少。

腰、腿、顶、翻跟斗是杂技的四大基本功。比如练

顶功，要在一张条凳上练习双手支撑倒立，头一天如

果能做 5 分钟，第二天剧团的老师就会要求学员做

10 分钟。这种高强度又枯燥的训练，对孩子的意志

力是种考验。

“刚去剧团时，老师要求很严，练体力太累有些

吃不消，忍不住哭了。”庞天生说，几天坚持下来，渐

渐就适应了。2017 年年初，博白县举办的扶贫慈善

晚会上，他们与小伙伴一起登台表演，为县里的慈善

事业筹集善款。

在吕光东看来，剧团训练传统的师傅带徒模式，

已经有些不太适应当今社会。“一是学习环境比较单

调，不利于培养孩子对杂技艺术的热爱；此外，剧团

的老演员专业教学上没有更新，对提升艺术表现力、

适应社会对杂技艺术创新的需求也存在瓶颈。”

2018 年，博白县民间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和展演

中心选送了庞家三兄弟及其他 9 名青少年学员到广

西艺术学校杂技班，接受为期 4 年的系统性教育，为

杂技团青年人才的培养进行改革探索。

广西艺术学校是一所公办艺术类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的学费全免。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庞

家三兄弟可享受每人每学期 1500 元的助学金。吕光

东自掏腰包，每月资助三兄弟每人 650 元生活费，让

他们安心在学校学习。

“他们无论是专业成绩还是文化成绩都在班里

名列前茅。”杂技班班主任朱俊旭说，大哥庞天生目

前还担任班长，帮老师分担很多管理工作。

杂技专业的同学，家庭贫困的较多。有一年冬

天，校团委老师查寝时发现有的学生被褥很单薄，学

校领导得知后非常重视，由校方给杂技班每个孩子

一床冬被和垫被、练功服以及练功鞋。广西艺术学校

团委书记唐良介绍，杂技班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有

些年纪小的学生文化课跟不上，校团委就组织高年

级学生，利用晚自习时间帮他们辅导文化课作业。平

时也有生活老师和团委学生会的成员去陪伴、照顾

他们的生活。节假日还组织游园和加餐等活动，并给

他们发放节日礼物。

分管学生管理的副校长叶华生说，作为国内少

数设有杂技专业的中职学校，杂技和戏曲是学校的

特色专业，也是学校的根，不能丢。尽管这些专业的

办学经济效益不佳，但学校的初心就在这儿，学校班

子会想各种办法解决，让杂技艺术的传承后继有人。

在教学现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到，大哥庞

天生的独轮车走钢丝、二哥庞天华的双人晃管、小弟

庞天润的晃梯都练得有模有样。

可喜的是，2019 年，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三兄

弟家成功脱贫。由于原来的房子不达标，庞家用低保

积攒下来的钱，加上政府补助的危房改造资金，在村

民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了 120 平方米的新房。

2019 年 5 月 30 日，新房落成那天，那些帮助过

他们的爱心人士，按照当地的风俗，买上发糕等礼物

前去贺喜。“孩子大了，以后回家也有个像样的房子

住了。”马晓丽说。

虽然偶尔也会想家，有时也会

因为练不会一个难度动作而着急，

有时还会因为练功受伤，但三兄弟

在 这 条 并 不 容 易 的 杂 技 之 路 上 坚

持着 。“ 我希望让老师和关心我的

人看到我的表现，看到我每一天的

进步。”庞天润说。

贫寒三兄弟的杂技人生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庄村是一个有 600 年历史的

古村落，常住人口已不足百人，绝大多数都是 70 岁以

上的老人。在村里开民宿的年轻人，和老人们渐渐熟悉

起来。为乡亲们办一个艺术展，成了他们简单的愿望。

年轻人教老人用手印脚印作画、用山上的茶叶和地里的

蔬菜拓印作画，画自己的房子，画自己的生活。“村口

的涂鸦”展，是村民生活里的一道小彩虹，是一群乡村

后来者对乡村振兴力所能及的实践。图为村里的老奶奶

来到桃野·桃空间观看艺术展。 孙迎盈/摄

·广告·

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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