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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临现场

青年时评

□严柳晴
清华大学的招生微博忽然红

了。“ 一夜爆红”缘起于该微博的

小编转发了几名女生入学与毕业

时的对比照片。照片对比强烈，被

网友包装成“ 上清华，变白富美”

引发轩然大波。清华大学招生网毕

恭毕敬地回应：展现学生的风采、

展现知识对人气质的塑造。网上

所传“ 白富美”是被曲解了。

清华大学的“ 白富美”系列

对比图在网上走红之后，有网络

媒体评论称，“ 白富美”是社会普

遍流行的价值观，本身是无可非

议的，但清华大学转帖则不妥当，

“ 清华招生办不该以此误导学

生。”该媒体评论员还同时引述

了同日北京大学古生物系“ 一个

人的毕业照”，并且指出“ 大学的

招生宣传应该传递一种精神。”

从学术精神和“ 大学气质”

而言，“ 一个人的毕业照”自然更

加神圣高大，甘坐冷板凳、不慕世

俗富贵的学者，是大学精神的支

撑，这样的人应该得到尊敬，这本

无可非议。可是，如果我们做一个

假设，将“ 一个人的毕业照”作为

招生广告：欢迎来我校坐“ 冷板

凳”。恐怕这样“ 学霸式”招生方

式，只会把人全吓跑了。

学术精神的传承和宣传，和

招生推广是两回事。前者是“ 传

承”，必须严肃而神圣的，后者的

属性是“ 广告”，面向普罗众生，

大可以“ 接地气”一些。

如今，大多数高校的招生宣

传方式仍然传统，限于摆摊，发宣

传册，我们用“ 升学率”、专业排

名抢生源。招生简章上，一板一眼

地写着“ 勤奋”“ 乐观”“ 向上”，

大同小异，看过就忘。这就是我们

印象中的招生文化。而这一系列

“ 白富美对照图” 大大颠覆了传

统印象，显得离经叛道，引起轩然

大波，批评声也随之而起，比如

“ 浮躁”“ 浅薄”“ 误导学生”。甚

至有人质疑“ 难道只有上大学才

能变美吗？”

说到“ 浮躁”和“ 浅薄”，搜

一搜国外大学的知名大学的招生

广告，招生广告词全无学术气的

高贵优雅，甚至看起来全不入流。

比如：“ 来吧，宝贝。到这之后你

的年薪不会低于20万美元的！我

们不是最喜欢拒人的学校！”“ 最

没人情味的是麻省理工！别去申

请麻省理工！”

用流行元素，戏谑调侃一番，

本也无妨。何况清华招办只是转

发了一条微博而已，上升为“ 导

向问题”是否太过大张旗鼓。从

另一种角度来说，面对大学招生，

众人已经习惯用“ 一本正经”的

方式来面对了。对这类有些出格

的“ 招生广告”，我们不妨培植一

下“ 喜剧细胞”。本是一件轻松的

取乐之事，何必要以严肃的“ 解

释”“ 质疑”收尾呢？

国务院部署开展《 信访条例》执法检查

要求“ 带着责任和感情深入一线”

招生广告“ 肤浅”一些又何妨

为进一步依法规范信访工

作，推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

理诉求，切实将《 信访条例》相

关规定落到实处，国务院办公

厅 日 前 印 发 通 知 ， 部 署 开 展

《 信访条例》执法检查。6月1 7

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

局局长舒晓琴部署安排对相关

重点省份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进

行抽查。

国务院于2005年修订实施

的《 信访条例》，是信访工作领

域最重要的行政法规。从近几年

实施情况看，《 信访条例》 在畅

通信访渠道、强化工作责任、解

决合理诉求、维护信访秩序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相

关规定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根据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制度

改革的要求，按照中央领导同志

关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开展信访工作的相关指示精神，

国办决定开展《 信访条例》执法

检查。

本次执法检查从5月上旬至

7月底分阶段进行，其中6月下旬

至7月中旬为重点抽查阶段，主

要是在前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自

查基础上，由国家信访局、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民政部、国务

院法制办等部门组成5个执法检

查组，分赴信访工作任务较重的

1 5个省份和1 0个部委开展实地

执法检查。重点抽查将围绕强化

信访工作责任、创新群众工作方

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全面推行

依法逐级走访和诉访分离、实行

网上信访和“ 阳光信访”等1 0项

内容展开。

会议强调，检查组全体同志

要带着责任和感情深入一线，总

结经验、查找不足、提出建议。对

抽查发现的问题要逐一找出症

结，列出清单，落实整改责任。要

通过这次检查，深入推进《 信访

条例》和中央有关信访工作改革

重要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提

高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

法做好信访工作的能力，进一步

提高各级干部依法按政策解决信

访问题的水平，进一步引导群众

依法反映诉求、自觉维护信访秩

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据新华社电

数字

李克强访问英国

应英国首相卡梅伦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

间1 6日下午乘专机抵达伦敦

希思罗机场，开始对英国进行

正式访问。李克强总理夫人程

虹同机抵达。

李克强当地时间1 7日上

午在温莎宫会见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双方进行了亲切

友好的交谈。访问期间，李克

强还将同卡梅伦首相举行中

英总理年度会晤，向英国智

库发表演讲，出席中英全球

经济圆桌会和中英金融论坛

等活动并会见两国工商等各界

人士。

打击“ 霸王条款”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昨天通报，全国开展银行业、

电信业合同格式条款专项执

法行动一年来，共立案查处案

件1 200多件，收缴罚没款2200

多万元。称将继续强化合同格

式条款监管工作，使之成为市

场监管的“ 拳头产品”。

拜登错过进球

美国副总统拜登1 6日前

往现场观看美国队的世界杯

首轮比赛，不过由于安全原

因，拜登车队从机场赶往比赛

举办地途中遭遇延误，直至开

赛后才到达现场，错过了美国

队开场半分钟即打进的本届

杯赛最快进球。拜登定于今日

将与巴西总统罗塞夫会晤，谋

求改善因“ 棱镜门”丑闻而趋

于紧张的美巴关系。

慎言“ 买路钱”

日本环境大臣兼核电站

事故担当大臣石原伸晃曾说

只要“ 靠金钱”就能令福岛居

民同意在其域内建造核废料

存放设施，招致猛烈抨击。他

1 7日就自己这番“ 有失格调”

的言论表示道歉。福岛县知事

佐藤雄平说，犹如“ 穿着钉鞋

在渴望返回家园的（ 福岛）居

民心上踩了几脚”。

肚腩藏毒落网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巨

重 男 子 没 能 躲 过 缉 毒 犬 的

“ 法眼”，被发现在身上携带

23克大麻。涉事男子重204公

斤，现年42岁。他把大麻藏在

自己肚子的赘肉下，企图瞒天

过海。为防遭遇“ 不测”，米切

尔事先还往自己身上喷洒了

地毯清新剂，以期遮盖毒品的

气味。

6月16日，在阿联酋迪拜著名的帆船酒店海滩，110只伤愈康复的海龟被放生后爬向大海。当地两家酒店创立于
2004年，专门救治阿联酋沿海受伤或生病的濒危玳瑁海龟，迄今已帮助692只海龟重归大海。 新华社 图

民政部1 7 日印发《 201 3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共依法办理结婚登

记1 346.9万对，比上年增长

1 .8%；而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50

万对，则比上年增长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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