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补养老金缺口，避免养老金不足。据专家预

测，该提议可以使我国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

40亿元、减支 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

200亿元。而养老金出现短缺的趋势令一些人

感到恐慌，担心自己继续工作几年之后依然拿

不到该得的养老金，会比原来拿得少。在这样

的一种担忧的情绪下，一些学者抛出了社会契

约论等说法来反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事

实是反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根本无益于养老金

短缺问题的解决，而延迟退休不但填补了养老

金的空缺，还缓解了养老金“挤兑”的压力。

工作年限的延长并不会使得个人获利变少，除

了能拿到正常的薪资待遇之外，还能领到比原

来拿更多的养老金，并没有损害个人利益。延

迟退休年龄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可以让中国的

社保覆盖到更多的群体，从而稳定整个社会。

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 1.78亿，我国老龄

化程度不断加剧就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要从

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对经济的影响，需要积极地从

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增长转型为知识密集型，而要

对这样的一种转型进行有效的支持，又离不开合理

的退休制度。在很多技术领域和学术学科中，所积

累的学识智慧以及经验都是和人的年龄成正比的，

对于很多需要知识技术和经验的领域的人才而言，

五六十岁正好是专业技术和学识达到巅峰的时候，

也正是发挥自己作用的年纪。单纯地从年龄上判定

退休很显然是不人性的，也不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

让更多处于学术和技术盛年的人发挥更多的作用，

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有效支持。

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社会的影响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提出有一部分原因是基于

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空置的情况，以试图来尽

量填补养老金缺口，避免养老金不足。据专家预测，

该提议可以使我国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 40亿元、

减支 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 200亿元。而养老

金出现短缺的趋势令一些人感到恐慌，担心自己继

续工作几年之后依然拿不到该得的养老金，甚至会

比原来拿得少。在这样的一种担忧的情绪下，一些

学者抛出了社会契约论等说法来反对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但是事实是反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根本无益

于养老金短缺问题的解决，而延迟退休不但填补了

养老金的空缺，还缓解了养老金“挤兑”的压力。

工作年限的延长并不会使得个人获利变少，除了能

拿到正常的薪资待遇之外，还能领到比原来拿更多

的养老金，并没有损害个人利益。而延迟退休年龄

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和机会，可以让中国的社保覆盖

到更多的群体，从而稳定整个社会。

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必然趋势

黄范文

中国是人口大国，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屹

立在世界的东方，在近几十年来，为人类工业

文明的发展贡献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廉价的

劳动力也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带动了中国经济

的腾飞。据 2013年 1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显

示，在 2012年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了绝对

下降，下降了 345万。劳动力价格上涨，老龄

社会的逼近，中国人口结构带来的巨大压力在

这几年逐步显现了出来。在社会各界对如何应

对老龄化社会以及中国劳动力资源趋于减少的

讨论中，延迟退休作为一种缓解压力的办法被

激烈地论战

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经济的影响

根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我

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 1.78亿，我国老龄

化程度不断加剧就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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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从 1981年的 61岁延长

到了现在的接近 76岁，而仍在沿用 1978年的

法定退休政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

不管是高福利的北欧国家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英

美等国，退休年龄都比中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

龄晚。美国的平均退休年龄是 65岁，日本则达

到了 67岁。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都在普遍地延迟，

没有一个国家是提前了退休的年龄的，就国外

现状来看，退休年龄已经被推迟。



社会百态

“见行见远”拍摄手记

梁龙

见行见远全国大学生环球公益影像秀第一季是由共青团南京市委员会共同发起的一档全国在校

大学生参与的环球旅行公益嘉年华。活动包括 16个国家的免费旅行、公益主题影像摄制、赢取团

队创投基金、筹集公益慈善资金等环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名普通研究生，我有幸获得了

JUNEBEERY的第一季学员的资格参与到本次活动中去，本季活动的目的地是东南亚的著名文化胜

地：柬埔寨·暹粒。

提到柬埔寨，大家脑海中浮现的是贫穷，地雷，西哈努克，红色高棉，吴哥窟……它们好似一

滴滴的水珠折射着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与苦难。但当我们真正踏入这个国家，走进她的国民的时

候，你会发现另一种尊严与骄傲。

NGO 小学：

7日早晨，匆匆吃过早餐之后我们开始了这次公益之旅。在经过几次误导和打听之后，终于来

到了之前联系好的一所 NGO小学。

这所小学位于暹粒城东郊，是 10年前由一对澳大利亚夫妇捐资修建的，用以改善当地儿童的

教学环境和质量。小学紧邻马路，几间破旧的草房就是他们的教室，一座新盖起来的二层小楼是

他们的宿舍。这间宿舍在这个区域也显得格外惹眼，也是孩子们最感自豪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同时这也让摄制

组的成员们感觉到了一种不安——我们的到来是不是也打搅了他们的平静呢？为了避免这样的误

会，JUNEBEERY 的学员们干脆放下相机，与这里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上课，打排球，做游戏。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能更深的融入到这个群体中，同时也让同学们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与不同。这也是

“见行见远”此次公益行的主要目的，传递爱心，奉献壹分力量。

吴哥窟：

按照拍摄计划，我们于 8月 10日开始了吴哥窟之旅。随着“嘟嘟车”的行驶，一片很大的水

域映入我们的眼帘，水域周围被茂密的热带雨林包围着，这时你可以把自己当成《真腊风土记》

的作者周达观，去感受一个探险家的心境，等待吴哥窟突显眼前时的兴奋与激动。

等嘟嘟车驶过一个弯道后，一片黑压压的城堡静静的耸立在水中央。这时司机问：“是这儿吗？

”我们半信半疑的点点头。眼前的这片建筑就是东方四大奇观之一的“吴哥窟”。他见证了吴哥

王朝的繁荣昌盛，也见证着它的衰败与没落。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石窟，而是

一座屹立于平原之上的浩大城池——Angkor Wat。

站在吴哥的桥堤上，闭上双眼，河水仍静静从堤下趟过，川流不止，而穿河而过的已不是当年

的主人，想来不禁万缕缱绻。试想 900多年前苏利耶跋摩二世带领军队开疆拓土，征战中南半岛，

耳旁似乎又回荡起铮铮铁蹄踏尸而过时的霸气威武。

吴哥窟的建筑可谓鬼斧神工，慑人心魄，JUNEBERRY 的学员们也似乎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竟

忘记了拿起手中的相机记录这震撼的景象。还是一位学员说的好：“吴哥窟属于这里，我们既然

已近来过，又何必把它带走呢？”

吴哥之美不仅在于它震慑人心的壮美，更在于它给你一种和光同尘的心灵启迪。可能这也是苏

利耶跋摩二世及其后代们花费近一个世纪修建它的原因所在吧！以至今天仍能福荫后人，为这多

苦多难的民族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学校校长介绍，小学的志愿者每天络绎不绝，每个

月他们得接待近 20多个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者团队。

“见行见远”剧组在拍摄中证实了校长的说法，就连一

些旅游团也会打着志愿者的名号来到小学。

http://www.mafengwo.cn/photo/15308/scenery_2846664/23108970.html
http://www.mafengwo.cn/photo/15308/scenery_2846664/23108975.html


文化纵横

追忆罗荣桓

石晟宇

1902年，罗荣桓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他的祖父罗汇吾和父亲罗国理都曾是童蒙塾师，

母亲贺氏是个贫农的女儿。 罗荣桓自小聪明伶俐，6岁进入私塾学习《三字经》、《百家姓》。有一次趁老师

不在，他叠了一只纸船，结果被老师发现后，遭到了体罚，手都被竹戒尺打肿了。这次体罚使他终生不忘，直

到晚年他还对孩子们提起此事，告诫孩子们：“现在没有竹戒尺打你们了，可是如果不自觉，不好好学习，将

来要后悔的。社会的‘戒尺’是会惩罚你们的。”

1917年罗荣桓高小毕业。此时赶上军阀混战，直到 1919年夏，湖南时局稍稳，他才进入了长沙协均中学。

罗荣桓一入学就参加了由毛泽东等发起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这年年底罗荣桓回到了家乡，他的

父亲决定为他和杨家湾的颜月娥完婚。对于这场包办婚姻罗荣桓很是抵触，但又不得不妥协。

1924年罗荣桓来到了青岛继续求学。次年，青岛惨案爆发。作为青岛大学“青岛惨案后援会”的负责人，

罗荣桓反复奔赴北京上海等地向人民报告青岛惨案的真相。然而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最后却被张宗昌

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罗荣桓化装成农民悄悄离开，直到事件平息下来后才返回学校。

1926年，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到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在文家市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的“现在不能打大

城市”的主张。随后毛泽东在古城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做出了进军井冈山，开辟根据地的决策。

在前往井冈山的路上，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发展党员的要求，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次在特务连发展了 8 

名党员。1927 年，罗荣桓来到武汉，进入武昌中山大学，加入中共共产党，从此真正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930年罗荣桓及其军长林彪率领红四军胜利地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林彪任军长时年仅 24岁，

他打仗稳重也很灵活，但他个性较强，不怎么听得进别人的建议，别人颇难与他共事。但罗荣桓与他做搭档时，

两人分工明确，合作一直很顺利。后来毛泽东在别人说林彪处事不好时说: “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

得很好吗?”

第四次反“围剿”后，罗荣桓调任总政动员部部长，他带头开展扩红运动，一次扩红达 8000余人。毛泽东

闻讯后，非常高兴并赞扬说，“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招兵买马，在这点上，罗荣桓同志做得比较好，也比

较成功”。然而，1932 年 10月的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消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

而罗荣桓随之也受到排挤，并被撤消了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由毛泽东恢复了他的

领导工作。

1941年，罗荣桓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敌军在鲁中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大“扫荡”中，他准确地分析敌

情，掌握时机，带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 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跳出敌人重围。而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

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943年 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 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

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

方化，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创造出了著名的“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

术”，从而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罗荣桓积劳成疾。然而，正当罗荣桓在淮南盯胎医治的时候，山东的斗

争形势因李仙洲入鲁而发生急剧变化。为了稳定山东局势，罗荣桓顾不上自己的病情，立即返回山东主持工作，

他采取“送于(学忠)出鲁，阻李(仙洲)人鲁”的方针，很快控制了山东抗日大局。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说：

“山东只换了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

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市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边，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1946年 7月，病情恶化的罗荣桓不得不去莫斯科进行手术治疗。为此，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他本人的名义

给斯大林发报，希望“给予最好的治疗”。斯大林即以苏共中央委员的待遇礼遇罗荣桓，安排他住进克里姆林

宫医院。经过手术切除和半年的医治，罗荣桓的肾病虽然暂时“无忧”。但身体却很虚弱，但他心中装满了东

北，1947 年 5月，他回到了哈尔滨，重新投入了新的战斗。

1949年 8 月，毛泽东提议罗荣桓出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9月 20日，当选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正式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于是他从机构和干部建设人手，建立起全国和各省市检

察机关。

1950年 4日，鉴于罗荣桓的卓越功勋，中央决定他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为了组建总政治部，罗

荣桓坚持“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的原则，抓干部队伍建设，使总政治部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建制最为完备

机关。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罗荣桓要求必须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深人领会中央决定抗

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并深人部队进行广泛动员。

1954年中央决定实行军衔制，当得知准备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他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

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切请求不要授予他这样高的军衔。然而，毛泽东并未采纳他的意见，坚



持了原议。

1955年 9月 23日，罗荣桓与朱德、彭德怀等 10人被授予元帅。为了不负重托，他用更多的时间，深人基

层，先后到南京、福州、上海、杭州、南昌等地调查研究。

1959年．罗荣桓与林彪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再次合作,当时林彪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思想是

当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罗荣桓对林彪的这一套表示异议。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

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

人给我们写成万灵药方。”后来，他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

虑，这句话有毛病”；“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林彪当面不吭声，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

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但事情反映到中央，大家却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

1961年，繁重的工作，使罗荣桓病情再次加重，但他仍然超负荷工作。1963 年 12月 16日晚，毛泽东突然

听到罗荣桓逝世的消息。顿时，毛泽东非常悲痛，庄重地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说: “就在今天下午，伟大的

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我们敬爱的罗荣桓同志因病逝世了，在这

里，我提议，为罗荣桓同志默哀三分钟以表达我们的怀念。”立刻，全体起立，静默肃然。为了悼念罗荣桓，

毛泽东还特意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是毛泽东唯一的

悼念元帅，直接标明“吊罗荣桓同志”的吊唁诗。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深切的哀悼与怀念之情。

1963年 12月 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致悼词时，他说：

“罗荣桓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将永远不忘。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

场，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

并称赞罗荣桓“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度原

则精神”。邓小平在为 1987年出版的《罗荣桓传》题词时曾饱含深情地说：“罗荣桓同志是做老实人，干老实

事，一生光明磊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和中央保持一致，始终为人民群众着想，这样的同志才是真正的共

产党员，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朴素”，这也是罗荣桓这位功勋卓绝的元帅留给后人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了。借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其评价：“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

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 

    

副版

你是不是还在为自己枯燥单调的 PPT 发愁呢？那么下面这款酷炫的演示文稿软件值

得你来关注。

Prezi 介绍

Prezi，是一种主要通过缩放动作和快捷动作使想法更加生动有趣的演示文稿软件。它打破了传统

Powerpoint的单线条时序，采用系统性与结构性一体化的方式来进行演示，以路线的呈现方式，从一个物件忽

然拉到另一个物件，配合旋转等动作则更有视觉冲击力。通过多终端（web 网页端、Windows 和 Mac桌面端、

ipad和 iphone移动端）创建、编辑文稿，从而帮助你开拓思路、并使想法之间的联系更加明确清晰。

如何使用

使用 Prezi 之前需要注册帐号（Prezi..com或百度搜索）。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套餐，其中，公共版

(Public)的是免费的，并将获得 1001MB的免费空间。你可以在登陆后使用在线版的 Prezi进行创作。而专业版

(Pro)的用户则还可以将 Prezi桌面版(Prezi Desktop)同时安装到三台电脑上使用。所有类型的套餐都支持在

线放映、分享和共同创作。在电脑里删除 Prezi桌面版(Prezi Desktop)并不会注销用户帐号，可以通过登录

Prezi网站，在设置页面进行注销。Prezi 的操作界面简洁，易上手。就像在一面墙上，贴满便利贴似的，借由

十几个按钮，把文字、图片、影片、框框、线条等物件放入，每个物件就像一个便利贴，皆可直觉式的搬移、

缩放、旋转。

效果展示（更多直观信息可在视频网站搜索 Prezi 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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