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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关“相亲”的新闻，可能轻轻
松松就可以成为一篇“爆款文”。搜索“相
亲”二字，新闻比比皆是，“彷徨相亲角：
家长互不认识只能拼条件，最怕子女不谈、
不婚”“南京相亲角调查：没那么势利，外
来女婿很抢手”“公园相亲角大妈争论南北
男人”“郑州相亲角现奇葩条件：女方体重
必须是 111斤”……更遑论电视上随处可见
的相亲综艺节目。相亲，构成了花样百出、
千奇百怪的文化景观。

我们为什么这么爱看别人相亲？原本是
颇为私密与个人化的事，却能引发全民围
观，这也是颇为有趣的文化现象。

相亲，已经是社会新闻的富矿，种种奇
葩、可笑、荒诞的场面都不难找到。登上新
闻的相亲模式，多是由父母代劳，将子女的
情况格式化为可供计算的数值，诸如身高体
重、房产大小、收入高低，并据此进行排序，
形成一种近乎“爱情买卖”的婚姻模式。

但若把相亲等价于中国婚恋的主流模
式，则未免失之偏颇。目前尚无这类相亲成
功概率的权威统计，从舆论反馈看，也谈不
上被广泛接受。平心而论，“相亲”与其说是
本身构成新闻，毋宁说是我们在其中寻找新
闻。这里的父母，天然地被置于被审视、被

调侃的位置；对于相亲，舆论也天然地带着
猎奇心态。这类相亲，它有共同观感的基础；
但是它的极端案例，又被不成比例地放大。

我们爱看相亲，可能是因为它提供了一
种阅读快感，方便我们寻找价值观上的优
越，并迅速完成评价姿势上的选边站队，并
很容易形成“互撕”的舆论态势，人们纷纷
可以就“爱情与面包孰轻孰重”“爱情与面包
的混合比例”等话题发表看法。

大概无论哪个观点，都难说自己占有全
部的真理。替子女相亲的这一代老人，他们
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未必毫无现实针对
性。当房产依然勾连着教育水准，户口连接
着公共服务的层次，老一代人对这些标准的
极端演绎，不过是建立在自己几十年生活经
验的基础上，对安全感强烈盼望的投射。

我们今天爱看相亲，是因为这里淋漓尽
致地展现了价值观的对撞，这种价值观的对
撞恰恰也是几十年天翻地覆、变动不居社会
现状的折射。当我们开始了思想的启蒙，认
识到了爱情的可贵，却依然难以逾越现实物
质问题的困扰；自由恋爱已经成为常识，但
面对必须啃老的现状，又只能容许老一辈在
婚姻问题上指手画脚；多数人有着一定的科
学常识与对人格的判断标准，却依然有人坚

持生肖、八字、摸骨、看相……有太多自己
眼中的“天经地义”，在别人眼中成了“不
可理喻”。

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尚没有沉淀出婚姻
层面、被全民接受的价值共识，快速变动的
社会尚未带来一种稳定的预期，理想化与不
可知交织，后现代理念与传统迷信共存。这
也是为什么一边是对所谓“相亲鄙视链”大
加挞伐，一边又是无数家长栉风沐雨、义无
反顾地赶在相亲的路上……

当看到那些父母头顶烈日、为自己的孩
子招揽目光，不难想象，他们对子女的婚姻
或许真的是心急如焚，真的是百般呵护。但
有时施以嘲笑未免轻薄了，我们不妨从中厘
清一个现实：一个“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
家上百年历程”的国家，注定要经历节奏不
一、思维碰撞、现实与理想脱节等问题，关键
是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当从中辨识出历史
前进的方向，思考如何可以形成稳定生活的
远景，并进而影响文化心理结构，导向一种
稳稳地幸福，告
别这种焦躁不安
的相亲图景。

（据 《光明
日报》）

沙化治理任务重

草原咸水湖干涸以后，湖盆一片白茫茫，会积蓄
大量的盐碱粉尘和黏土粉尘，经大风卷起形成尘暴，
被称为“盐碱尘暴”。这种尘暴会对人民生活生产和周
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据专家介绍，盐碱尘暴来临时，人和牲畜浑身是
白色的盐碱粉尘，盐碱粉尘吸进呼吸道造成呼吸困
难、咳嗽、打喷嚏、眼睛红。盐碱粉尘还会造成长达
几十公里的扇形盐碱粉尘污染带，降雨以后，盐碱物
质进入土壤，导致植被消失，土地沙化。

宝绍岱诺尔 （“诺尔”在蒙语中意为湖泊），距北
京约 470 公里，处于东亚大气环流的上风方的内蒙古
荒漠地区。长期以来，这里地表植被覆盖极为稀少，
草原退化严重，形成了近 3 万亩盐碱地。土地沙化、
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让人难以相信这里曾经
是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

为了更好地治理和修复当地生态环境，当地政府
与韩国“生态和平亚洲”环保组织开展合作，共同努
力，10年间在内蒙古自治区连续展开了“查干诺尔盐
碱干湖盆治理”以及“宝绍岱诺尔盐碱干湖盆治理”
两期生态项目。2018 年，“宝绍岱诺尔盐碱干湖盆治
理”项目将圆满完成，与第一期查干诺尔项目合计完
成约9000万平方米的植被种植。

生态修复多样化

为了发展宝绍岱诺尔盐碱干湖盆地区的植物多样
性，2016 年 5 月现代汽车集团联合韩国“生态和平亚
洲”环保组织一起在宝绍岱诺尔基地附近投资建设了
现代生态园苗圃基地，苗圃基地拥有数个育苗大棚、
地下种子贮藏室和上百亩的培育苗圃。参与治沙的韩
国专家朴祥镐告诉笔者，内蒙古地区有很多地方不能
开发，能拥有这样一个苗圃已经很不简单了。

苗圃内主要培育多年生的红柳、乌柳和芦苇等植
物。培育好的幼苗再移栽到盐碱干湖盆里去，使盆地
生态朝多样化方向修复和发展。据在这里工作的志愿
者们介绍，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用红柳枝建设沙障，
阻挡沙尘的前进，给后期种植碱蓬创造环境。通过建
设沙障，种植碱蓬、碱茅等植物，吸碱压尘，控制盐
碱沙尘。

“第一期查干诺尔盐碱干湖盆治理时，我们种植的
都是一年生植被碱蓬，但通过近两年的研究后发现，
芦苇这样的多年生植物会起到更好的治理效果，而且
还能大大降低成本。”朴祥镐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专家的共同努力
下，盐碱干湖盆的治理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方法。

十年防治见成效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聚焦荒漠化防治，尊重生态文化、重视牧民力
量，治沙行动取得积极进展，呈现出“荒漠变绿洲”的可喜景象，绿色发展
势头明显。

2008年到2013年，第一期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顺利实施，经过2000余名
志愿者和当地环保人士的共同努力，草原恢复面积达5000万平方米。从2014
年起，第二期治理项目启动实施。该项目总投资约1400万元，计划派遣志愿
者2200余名，计划到2018年治理荒漠面积4000万平方米。

“这几年我们不断在挫折中摸索、学习、改进。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相
信这些年的辛勤努力是值得的，明年一定会收获喜人成果。如果未来继续开
展第三期的治理项目，我相信‘内蒙古治沙’可以越做越好。”朴祥镐说。

“在现代汽车‘绿色移动’的理念下，我
们一直在做环保相关的公益项目。内蒙古相
比较其他地区，盐碱荒漠化情况更为严重，
而荒漠化防治正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全社会
积极关注和提倡的。因此，企业在这方面尽
到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也是应该的。”现代汽
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品牌营销部经理吴
雁冰说。

炎炎夏日，在陕
西西安曲江海洋极地
公园海豚表演馆，有
一批每天与海豚为伴
的驯养师。他们负责
海 豚 的 喂 养 、 照 料 、
训练和表演等日常工
作，与海豚建立了亲
密的关系。

图为一只海豚在
表演中与驯养师“耳
语”。

邵 瑞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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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沙漠治理”

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关注的重要生态问

题。日前，笔者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正蓝旗宝绍岱诺尔盐碱干湖

盆采访时发现，当地盐碱干湖盆的治

理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

近日，在山东青岛，百余名儿童在百米长卷上作画，描
绘自己心目中的家乡。

大图为孩子们展示自己创作的百米长卷。
小图为孩子们正在认真作画。 俞方平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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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是“雅馨农耕队”每周一次的“分
菜日”。辣椒、红苕尖儿、空心菜，位于四川省
成都市的肖家河街道兴蓉社区兴蓉南一巷 7 号
院里，各种整理好的蔬菜摆了一地，“李婆婆，
你想要点啥子菜。”院委会主任樊俊英给 86 岁
的李婆婆递过一把蔬菜，虽然李婆婆不是农耕
队成员，但这是每季度给院里80岁以上老人的
一份福利。“哎呀，我们都想来参与，看你们种
菜好闹热哦！”

2014 年起，兴蓉一巷 7 号院从绿化花坛到
“车库顶上的菜园子”，组建了“雅馨农耕队”，
以“集体所有”的方式，共同劳动、共同付
出，共同收获、共同分享，不仅每周都能分享
到亲手种植的绿色蔬菜，院落里不相识的邻
居，也变成了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的和谐邻里。

【23户人集体种菜】

兴蓉南一巷 7 号院的第一个“菜园子”始
于 2014年，是院子背后的一排花坛，1.5米宽，
不到 10 米长，地方有限，能种植的蔬菜也有
限，满足不了13户成员的“口腹之欲”。

2015年，院落环境重新打造，农耕队看中
了院子内侧一排车库顶上的空间，四个停车
位，大约50平方米。开垦前，这里是荒草、垃
圾，长满了“草鞋虫”。在街道办事处、社区的
支持下，院落争取到高新区公益创投 《绿色家
园》 项目资金，“光是防水，就做了三四次”。

“雅馨农耕队”副队长兼出纳吴永辉说，买泥
土、红砖垒成分界线，去年春节过后，车库顶
上的菜园子就正式播种了。

“雅馨农耕队”的种植方式跟一般的菜园不

一样，不搞“划分田”“责任制”，而是“集体
所有”，23户自愿报名的队员们都要参加劳动，
而种什么、怎么种，农耕队里有“总指挥”。

农耕队的队长——吴永辉的老伴儿梅全
太，曾在老家务农，有了这样的种植经验，侍
弄小小的菜园，绰绰有余。老两口一个负责管
理，一个负责技术支持。核心成员还有院委会
主任樊俊英、会计李玉莲和负责运输联络的王
树云。

“哪个季节该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
收，都是有统一安排的。”梅全太说，土地有
限，把地分给大家，各家各户种不了什么，大
部分城里人又不会种，白白浪费了，统一种植
管理好了，也是一道风景。为了加强管理，我
们制定了详细的条款、制度，比如每次劳动谁
使用哪样工具，都要登记在册。

【垃圾沤肥雨水浇菜】

整个 7 号院有住户 56 户，农耕队队员占了
其中 41%。每周一、周五，是队员的劳动时
间，上班族把劳动时间安排到了周末，平时浇
浇水。“以前就把每周的劳动通知写在门卫的小
黑板上，大家看到了互相说一声。”樊俊英说，
现在消息通知都转移到了微信群里。

菜园地方虽然小，但菜品不少，辣椒、红
苕、南瓜、薄荷、藿香甚至蔬菜种子、秧苗
等应有尽有。每年从春夏到秋冬，前前后后要
种30多种蔬菜，一直没断过。

在菜园的外侧，两个白色的雨水收集器吸
引了笔者的注意，从楼顶接下来引水管把雨水
引流到罐体中，罐体顶部又有一根防止满灌的

引流管通向排水渠，每个收集器能装 1 吨水，除
去特别干旱的时节，基本上能满足灌溉。“一共有
4个收集器，还有两个在后面花坛。”吴永辉说。

雨水收集器的两侧，还有两个不小的蓝色
塑料桶，里面装的是小区住户家的厨余垃圾，
在封闭防臭的塑料桶里沤上 3 个月，就是极好
的肥料。

种菜少不了控制病虫害。“除虫主要是物理
除虫，用辣椒水，或者是手捉。”吴永辉说。

【外国社团来“取经”】

最近天气热，一到下午，蔬菜就被晒得垂
下了叶子。每天早晚都需要浇水，这些不定期
的活儿，主要由队长等 5 位核心成员来完成。

“没谁斤斤计较，我们退休了有时间，就多做
点。”梅全太说。

根据蔬菜生长周期的不同，种菜、施肥、
除虫、收菜等，遇到这些“大工程量”的活，
群里通知一声，有空的都会积极来参加。而上
班族，或是有小孩的成员，周末会带着孩子来
体验生活，感受自然。实在是腾不出时间参加
劳动的成员，会主动给农耕队提供一些用做肥
料的油枯，也算是一份贡献。

每周三，是农耕队固定的“收菜日”，无论收
成多少，都会被平均分成 23 份，发给每一户成
员，如果确实不够有所遗漏，下次也会按例补上。

慢慢地，雅馨农耕队和车库顶上的菜园子
有了名气，北京、上海甚至日本也有社团和个
人来参观学习，“我们院子里，一是人不多，二
是职工宿舍，相互之间也熟悉，组织起来方
便。”吴永辉说。 （据《成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