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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微信和支付宝再一次在移动支付领
域交战，双方各自推出“无现金日”和“无现金
城市周”，以吸引更多用户。不过，随着电子支付
的日益便捷和普及，不少商家以“无现金”为由
拒收现金的现象就引发部分民众不满，“无现金社
会”这一命题亦由此被推到风口浪尖。分析人士
指出，无现金支付只是支付方式的改变，并不是
要“消灭”现金，“无现金社会”能否到来、何时
到来最终取决于绝大多数人支付习惯的变化与社
会共识的形成。就目前而言，现金支付渠道依然
有庞大的需求和意义。

【电子支付迅速普及】

出门不带钱包，买东西不用现金，掏出手
机扫一扫支付……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即使

“身无分文”，只带一部手机出门，就可以随心所
欲购物的生活方式已成为市民的常态。

“现在我出门经常不带钱包，因为不管大到几
千块钱的电器，还是小到几块钱的零食，一个手机
就搞定啦！”一位排队买东西的女顾客告诉笔者。

无现金支付的推广，给商家带来了不少好
处，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现金的使用越来
越少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北京经营着一家饮品店
的刘晓娜说：“如今顾客付钱基本都用手机扫码付
款，手机发出‘滴’的一声提示音，就代表顾客
完成了付款，我只需要查看一下手机记录就一目
了然，也不用找零、晚上盘点了。”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报告》 显示，截至 2016
年 12月，中国在线下实体店购物时使用手机结算
的比例已达50.3%。即使在四五线城市，这一比例

也分别达到43.5%和38%。有报道称，2016年我国
移动支付规模约 38 万亿元人民币，是美国的 50
倍，在全球遥遥领先。

专家指出，结合瑞典、丹麦、韩国等支付方
式发展的历程来看，“无现金支付”其实就是社会
商品交换与贸易绝大部分取消实物货币结算支付
行为，实现网络数据虚拟货币的支付。

【现金地位引发热议】

电子支付为人民生活带来了便捷，不过在个
别地区频频出现商家拒收现金的情况却引发部分
民众不满，更有声音担心电子支付会取代传统现
金交易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
条例》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拒收。”可以说，“拒收人民币现金”的行为部分
干扰了人民币流通，要对这种不合适的做法进行
纠正和引导。

有专家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结算支付
手段已有两次革命：从物物交换到使用金属货
币，从金属货币到全面纸币。使货币由纸币向数
字化转化，是基于网络科技信息的发达及人们支
付习惯的变化而提出的新型结算支付概念，适合
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人类结算支付手段
的“第三次革命”。

然而，把“无现金社会”理解为现金彻底消失，
是不正确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学者盘和林表
示，无现金社会并不是指整个社会完全没有现金，
而是指一种以电子支付为主的经济模式，全社会

现金使用率极低，人们可以无障碍地使用电子支
付方式进行消费。支付的核心就是便捷与安全。

【安全便民才是关键】

虽然“无现金支付”在中国成长迅速，但
“无现金社会”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却见仁见智。在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
中国离“无现金社会”已经不远，相关立法研究
也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课题。福耀玻璃集
团掌门人曹德旺则认为，“无现金社会”肯定是一
个大趋势，但如何实现、什么时候实现，相信还
要一段时间。

据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60岁以上的老
龄人口超过 2.3 亿，占总人口的 16.7%。换言之，

“无现金社会”能多快到来还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老年人群体的消费使用习惯。与此同时，无现金
支付技术还存在一些漏洞，比如，各种新型网络
诈骗就证明存在着账户信息外泄的风险；再比
如，依靠电子设备进行的无现金支付也受到电子
设备信号、电源限制，不像现金随时随地都可以
用。因此，商家还应该设置必要的现金支付手段。

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黄
嵩认为，支付的核心就是便捷与安全。商家拒收
现金当然是违法的，无现金宣传并不是要人们拒
收现金。“无现金并不表示一点都不用现金了，而
是说以现金为基础的支付概念本身会消亡，就像
今天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无存折社会，而事实上
存折并没有完全消失。”黄嵩说。

因此，只有从安全性、便捷性、消费者可选
择性等方面加以完善，“无现金社会”才有可能真
正融入到更多人的生活。

“无现金社会”
离我们还有多远？

王俊岭 王时禹

近日，中国首个火星模拟基地项目将落户青
海的消息，引来各界关注。据报道，该基地将集
科学传播、旅游观光、体验休闲、科学实验于一
体。当地主管部门表示，希望将其打造成我国首
个火星文化创意体验基地。为什么要建火星模拟
基地？这将对火星研究及深空探测带来哪些影响？

为什么建在青海

项目所在地——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红崖地
区，在专家眼中是“中国最像火星的地方”。笔者
了解到，该地区在地貌、地质和物质成分等方面
都有类似于火星的特征。比如主要地貌为荒漠，
植被覆盖很少；地质上分布着河流、湖泊干涸的
沉积物；物质成分中有大量氯化物、硫酸盐等水
流蒸发后的残留物等。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介绍，这些
特征有助于开展火星和地球的环境对比研究，根
据对地球环境演变的认识，通过反推，可以了解
火星过去的样子。他说，该地区以前的盐湖干涸
后留下了许多盐类沉积，这和火星上水流干之后
盐类的沉积过程是相似的。科学家可以研究这些
盐类在什么条件下形成，通过盐类沉积过程推断
过去水的盐度、当时的环境温度。还可以根据流
水作用的遗迹，推断火星上曾经的水流情况。

为什么要建模拟实验舱

如果说这种野外模拟实验场是用天然形成的
类火星景观呈现火星的“外表”，那么科研人员建
造的火星模拟实验舱，则能模拟出更多看不见的

“内在”。郑永春说，火星的大气压力约是地球的
1%，大气成分约 96%是二氧化碳；平均温度最高
约为 20 摄氏度，最低晚上可以达到零下 100 摄氏
度，火星上的太阳光照强度比地球上更弱。这些
环境条件都可以在舱内模拟出来，以此开展各种
实验。例如从野外模拟实验场采集盐类样品，放
到模拟火星环境下进行结晶实验，看看火星的盐
类结晶顺序跟地球上有何异同。还可以开展微生
物生存实验等。

郑永春表示，火星模拟实验舱通常不会太
大，可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用它模拟火星大气

成分和压力、温度、光照等环境条件。但也有些
东西难以模拟。例如火星上极为微弱的磁场、只
有地球1/3的重力等，虽然并非完全无法模拟，但
成本很高。

“通过探测数据，我们已经知道了火星现在的
样子，研究的目的是要搞清楚它为什么会变成这
样。”他说，已有许多证据证明火星曾经有浓密的
大气和大规模的水，曾经有温暖湿润的气候，为
什么这些水都逃走了，是怎样发展到这种状态
的，要了解这些，只能通过模拟实验把这个过程
重现出来。“研究火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
示：地球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郑永春说，
火星和地球是太阳系里的“兄弟”，研究两者的异
同，互为参考，是极具价值的基础研究。

为什么要开展模拟试验

除了在基础研究领域，模拟试验也在航天工
程中发挥了作用。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志社
执行总编庞之浩介绍说，针对火星探测，国内外

已经开展过数次模拟试验。
2011 年 11 月 4 日，包括中国志愿者王跃在内

的 6 名志愿者走出封闭舱，标志着著名的“火星
500”试验结束。庞之浩介绍，该试验由欧洲航天
局与俄罗斯生物医学研究所合作开展，模拟了250
天飞往火星、30天登陆火星、240天返回地球的过
程。2015 年，美国在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开展了
为期一年的火星生存试验，模拟航天员在火星基
地里的生活。此外，国内也开展了“月宫 365”

“太空180”等试验，模拟在太空的长期生活。
对于人类未来的火星探测计划，庞之浩认为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通过试验来解决。例如航天器
在火星降落时的“恐怖 7分钟”，以及航天员经过
长期太空飞行来到火星，微重力变为低重力对体
液转移、骨质、肌肉的影响等。

他还说，中国嫦娥三号月球车开展地面试验
时，试验场模拟了月球土壤环境，并通过横向和
纵向的牵引，模拟了月球的重力环境。未来研制
火星车时也应该如此。

（据《科技日报》）

青海将建火星模拟基地
付毅飞

要想报名入学，得凌晨三四点起床去排
队，要不就得寻找“外援”紧盯电脑“秒抢”，
稍有疏忽就可能面临一场空。近日，老年大学
入学难、老年教育形式少质量低等现象引发广
泛讨论。

老年教育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等一样，都属于“终身学习”的概念范畴。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那么，到哪儿学？
为了消除社会对老年教育的偏见，欧洲出现的
第一所老年大学被命名为“第三年龄大学”。继
续教育既是老年人的需求，也是他们的权利。
对老年人积极的包容尤其是信息化的包容，是
一个社会健康平等的应有之义。随着“银发浪
潮”加速到来，“第三年龄”教育需求变得庞大
而迫切。

在现实语境中，注重老年教育，补齐这一
群体的知识短板，也具有强烈的紧迫性。浏览
媒体报道不难发现，在不少传销、金融诈骗案
件中，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都被列为“一
级猎物”。犯罪分子看中的正是这一群体大多与
社会脱节，对各种诈骗“套路”缺少认识和防
备的弱点。一些老年人的精神空虚之痛也多被
打着保健品销售等旗号的骗子利用。

究竟有多少老年人挤不进老年大学的校
门，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老年大学“一
座难求”反映出“第三年龄”精神家园存在一
定的荒芜现象。一些老年人“赖”着老年大学
10 多年不肯毕业的背后，是对精神空巢的逃离
与恐惧。给老年人一个葱郁的精神家园，早已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国务院办公厅去年 10月就印发了 《老年教
育发展规划 （2016-2020） 》，推进老年教育
事业的发展。现在要做的是加快政策措施落地
的步伐，起码要跟上老年人需求增长的速度。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应该搭
起架子、兜住底子，尽可能使社会文化资源多
向老年人倾斜一些。作为教育系统的神经末
梢，相关部门应敏锐感知需求水温的变化，扶

持自学习组织，让小环境自成气候。当然，公共决策部门也应
“开门办教育”，主动引入更多社会资本与社会力量，共同做大老
年教育这一产业蛋糕，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和优质的精神食粮。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扣好，人
生教育的“第三年龄”也该畅通无
阻。推进老年教育，充盈老年人的
精神生活，我们有责任让夕阳花更
红艳。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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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1日
电（记者周玮） 由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儿童
戏剧节 20 日落下帷幕。45 天
里，来自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
家儿童戏剧团体奉献了206场
精彩演出，观众近16万人次。

戏剧节除在北京主会场和
济南、成都分会场演出，还深入
到广东、辽宁、河北、湖北等地，
并走进新加坡和韩国进行交流
演出，来自中国、罗马尼亚、以
色列、黎巴嫩、捷克、俄罗斯的

儿童戏剧工作者为孩子们打造
了异彩纷呈的艺术节日。

本 届 戏 剧 节 以“ 点 亮 童
心、塑造未来、共筑中国梦”为
主题，秉承高品质、低票价、公
益性原则，还邀请儿童福利院
的孩子、困难群体家庭观剧。此
外，戏剧节还实现专业演员与
学校师生同台演出，助力校园
戏剧建设。据介绍，首次与故宫
博物院合作开展“逛故宫、看儿
童剧”文化艺术主题夏令营是
本届戏剧节新亮点。

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落幕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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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温泉县的呼斯塔遗址是距今 3600 年之前的一
处史前聚落遗存，整体分布面积达 12平方公里。经专
家确认，呼斯塔遗址是目前在西天山发现和发掘的规
模最大、级别相对较高、拥有聚落围墙和大型石构建
筑群落以及南北哨所等军事防御体系的青铜时代典型
聚落遗存。

图为北大教授李伯谦 （右一） 在呼斯塔建筑遗址
中仔细查看历史遗迹。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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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南山区的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引进大专院
校等科研团队，将当地风情浓郁的畲族传统文化开发升
级为特色旅游商品，助推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健康发展。

图为8月21日，在该县110工业区来料加工服务中
心，畲族绣娘在与浙江理工大学汪梅教授交流畲族刺绣
工艺。 李肃人摄 （人民视觉）

公交票务公司点钞点，工作人员在清点钞票。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多地公交开始支持用移动支付方式支付车费。 王海滨摄 （新华社发）

中国首个火星模拟基地项目所在地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红崖地区地貌。 张清哲摄 （新华社发）中国首个火星模拟基地项目所在地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红崖地区地貌。 张清哲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