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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叫!君子固穷"#好像

文人总是生活得不那么舒服$ 荷兰曾出

过一本书%艺术家为什么穷& '#专门研究

搞文艺的为何总是囊中羞涩$ 可见#文艺

家的穷是世界通例$ 但在文化产业大潮

汹涌的今天# 文艺创造的财富神话已经

屡见不鲜$ 不要说发达国家的那些影星

歌星(文化大亨#就是国内这些年因影视

出版和艺术拍卖的繁荣而发财致富的文

艺家也所在多有$ 对于这种改变#文艺家

和社会大众一样欢呼雀跃# 认为是社会

进步的一大表征# 是市场经济解放生产

力的鲜活例证$

但对文艺而言# 市场是把双刃剑)

市场的存在使作家(艺术家得以成为一

个职业 # 作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

值 *但市场也是压力和导向 #唯市场马

首是瞻必将使文艺家的创作走进死胡

同$

2#!$

年
$

月#知名网络文学作家南

派三叔宣布封笔# 他在微博上透露#关

键原因是!积劳成疾"#!脊椎有问题#情

绪非常不稳定#血压高"$ 医生的结论只

有一个)用脑过度$ 与南派三叔一样#一

些热门网络写手为了多赚稿酬#在出版

机构的不断催促下#每天坐在电脑前拼

命写 #他们自嘲是 !码字工人 "#不但透

支了自己的素材也透支了自己的健康#

甚至发生网络作家猝死于电脑前的惨

剧$

市场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此$ 市场

高度关注那些具有销售潜能的文艺家和

作品# 而忽视那些具备艺术性但缺乏卖

点的新人与佳作$ %红与黑'的作者司汤

达说)!我为
!##

年后的读者而写$ "今天

的作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不出版即死

亡" 成了作家圈的法则$ 哪怕你写得再

好#如果出版人认为你难卖#也照样难与

读者见面$ 流行于市场的都是快餐型的

作品# 大众的文艺品位因而流于庸俗和

肤浅$ 至于为了迎合市场而刻意媚俗的

作品就更常见了$

美国独立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认

为# 美国出版业走上了一条以利润为中

心的错误道路#结果使出版业!丧失了翻

译,,,人类观念的一大部分* 丧失了独

立出版社,,,理念多元化的来源* 也丧

失了政治批评,,,布什政府上台的前两

年# 没有任何大公司出过一本批评伊拉

克政策的书#只有小出版社出$ 所以#说

到底#我们丧失的是民主$ "由于美国读

者不关注国外小说# 至今翻译文学在美

国图书市场中所占比例都是极小的$ 即

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优秀作品# 在那个

唯利是图的市场里也卖不了几本$ 西弗

林建议中国出版业要从美国的错误中汲

取教训$

今天# 中国正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

阔步前进#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

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文艺

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 不要沾满了铜臭

气$ "这句话对所有文艺家和文化产业从

业者都是一记警钟#值得时时反省$ 文艺

家不妨离市场远一点$

飞一次亏一次
小机场应关停!止血"

!

周俊生

报载# 有媒体记者在多地调研中发现#很

多地方支线航班的!小机场"已经成为这些地

方财政补贴的一个!出血点"$ 但是#在一些地

方看似摩登的机场背后#却是全国近八成!小

机场" 因为缺乏足够的客流支撑而门可罗雀$

黑龙江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支线机场#每周

只有两班起降#上座率更是只有两成多#事实

上飞一次亏一次$ 这样的机场自然只能陷入巨

额亏损的漩涡#而当地政府为此不得不背上难

以卸去的财政补贴包袱$

!小机场"建设的热潮在我国已经有些年

头#其暴露的问题也为世人所知晓$ 上世纪
3#

年代# 安徽的一名巨贪副省长王怀忠落马之

时# 由其拍板建设的阜阳机场的问题也被曝

光#由于客流量不足#这个机场建成后就陷入

了严重亏损$ 但是#王怀忠留下的教训并没有

为各地官员吸取#时至今日#小机场建设走!高

大上"路线仍在上演#在一些支线机场#

456

候

机厅(超长跑道格外扎眼#却难以看到旅客驻

足$

从本质上说#机场是市场的产物#一个机

场的运行#需要有足够的客源支撑#如果这个

条件不具备#机场就会陷入空转的困境$ 但是#

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眼里#机场却代表了一

个城市的档次和综合实力#似乎缺少了机场就

显得落后$ 因此#在某些地方#机场已经被抽离

了市场功能# 成为受长官意志支配的政绩标

志$ 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我国的机场建设难

以阻挡地超越了实际的市场需求#而其中占大

头的却是支线的!小机场"#而且这些!小机场"

大多陷于亏损之中$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

2#!2

年全国
!7$

个大(中(小机场中#

!$"

个机场共

亏损
23

亿元# 其中近八成是支线航空的小机

场$ 由于各种原因#在这组数据公布之后#有关

方面没有再次发布相关信息$ 从各种相关信息

显示#自此之后#全国机场生产性指标等主要

数据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小机场"建设这种高烧不退的情景#是政

府审批职能错位造成的后果$ 政府对于类似机

场这样的大型基建项目# 具有行政审批的权

力# 这就要求政府在审批机场建设项目时#必

须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对当地客源以及其他交

通设施的情况有准确的判断#按照市场的规律

来行使审批权$ 但当一些地方政府将机场视为

城市地标#甚至视为官员政绩的时候#支配其

审批的动力已经不再是这种市场的需求了#而

异化成了政府官员的需求$

这些已经建成的!小机场"#未来的市场前

景也是不能让人乐观的$ 近年来#我国高铁技

术出现了很大的突破# 在交通出行的便捷性(

经济性和安全性上#已经显示出了超越航空的

优势#这使!小机场"的压力难以解除$ 鉴于这

一现实#那些已经为!小机场"背上沉重财政补

贴包袱的地方#有必要对这些!小机场"重新作

出市场评估#那种飞一次亏一次的机场有必要

及时关张#财政补贴的!出血点"必须止住#宝

贵的财政资金不能继续让!小机场"这个无底

洞吞噬$ 当然#对于当年为政绩需要而盲目批

准!小机场"上马的政府官员#还有必要进行责

任追究$

!小机场"出现的问题#也为目前正在积极

推进的行政职能改革提供了一份很有实用价

值的反面教材$ 在未来#类似机场建设这种大

型项目#政府的审批仍然是少不了的#但如果

政府审批依然从自我需求出发#而不是遵守市

场规律#那么#类似!小机场"之类的惨痛学费

就还将付出$

自称!!丝"#何如!奋斗中的年轻人

!

徐轶汝

!#

月
23

日#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

究中心发布了全国首份 %簈丝生存现状

报告'#其中对!簈丝"的定义引发了网友

的广泛吐槽$ 报告显示#!簈丝"群体平均

月入
23!8-8

元
9

个人存款
!#

万元以下#

未买房或者已经买房# 但不是由自己全

额出资$

的确#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月收

入达到
$###

元以上也许不算难事#但要

求
$#

岁以下的年轻人不 !啃老"( 不贷

款#单靠自己的能力全额出资买房#几乎

不可能$ 有网友说#一直自称!簈丝"#本

以为是自嘲#这么一对照#还成实情了$

!簈丝"这一称谓的由来#一开始的

确和物质层面紧密相关#!穷"是!簈丝"

的基本特征之一$ 正如%报告'中所言#很

多漂泊在异乡的 !簈丝" 们生活一切从

简# 一日三餐花费控制在
$3

元以内#一

半的人每月房租在
:##

元以下$

可实际上# 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普通

人都有为!钱"发愁的时刻)每个月的收

入付完房租也许就去掉三分之一了$ %报

告'还显示#!簈丝"们平均每个月给父母

!#8,-8

元#占月收入的
$,-3;

$也就是说#

又有三分之一要贴补父母$ 剩下的三分

之一怎能挥霍& 生活一切从简#一日三餐

控制花费# 有可能的话要多存点钱--

这和!簈丝"的生活标准又有什么本质的

差别&

!簈丝"的定义发展到现在#已渐渐

脱离了物质层面#很多人以!簈丝"自嘲#

更多的是出于精神层面的需求$ 一些研

究者认为#自称!簈丝"已经成为一种社

会性的自嘲现象#无论是从表面符合!簈

丝"定义的人#还是和!簈丝"属性毫不相

干的人都在争领这一名号$ 这种现象体

现在了不少网友的!神回复"中$ 比如有

人说#一直以为自己做不了!土豪"#还能

以!簈丝"自嘲下#现在连!簈丝"也做不

起了$ 还有人说#!簈丝"基本没存款是正

确的# 因为
!#

万元以下的不叫存款#叫

余额--

应该说# 自称

!簈丝"# 是都市里

的年轻人面对日益

加剧的生存压力的

一种 !释放 "#借着

这种乐观豁达的情

绪表达# 降低对成

功的期望# 从心理

学上来说#这叫!自

我设障"$

所以说# 报告

中 展 现 的 这 个 群

体#或许用!奋斗中

的年轻人"来称呼#

更为贴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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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数十名家长自发!组团"到北京

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寻求专家的帮

助$ 初中男生小虎的妈妈来求助是因为

老师实在管不了孩子#他老是闹着辍学$

小虎家有
!"

套房#自住
2

套#另
!2

套房

都租出去了$ !我家租房收多少钱我都心

里有数#那些钱够我吃三辈子了#为什么

还要上学& 我只要会收房租就行了$ "小

虎对咨询师说$

教育的本质是塑造灵魂#因而#上学

与否和家庭财富并不相干$ 但在过度功利

化的教育背景下#读书是为了谋好职#赚大

钱#改变命运$ 于是#面对!几辈子吃不完"

的房租#!熊孩子"迷惘了$!房娃"厌学的背

后#映衬的是功利化教育的尴尬和困境$但

孩子生病#根子则在家长身上$又有多少父

母对暴发的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童言无忌#孩子一时迷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的社会在!富起来"面前不

知所措#陷于价值观的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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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答谢周口父老乡亲对华雪啤酒的厚爱!特此联合"周口晚报#开

展$订"周口晚报%免费喝啤酒&活动' 活动期间!华雪啤酒免费提供
!""

件啤酒供市民品尝!每订一份(周口晚报#免费赠送一件价值
#"

元的华

雪啤酒'

具体为)

一*时间)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二*地点)七一路老报社楼下川汇区发行站+

三*活动内容)凡在活动现场订报者,

$%'

元
(

份-!均可赠送华雪啤

酒一件+

四*活动咨询热线)

&)*%+'!)%)&& '!'%#,-

'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房娃"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