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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读到可笑的!规定"#

!

月
""

日$新京报%又刊登一条&昨日#市建

委下发通知#根据$劳动合同法%#要

求加强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劳动合同

管理#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与农民工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的工资

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在北京工作的农民工# 工资不

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这是

北京市早已有的规定# 还需要北京

市的一个部门())建委再发一个红

头文件#做一个同样的规定* 用!脱

裤子放屁" 五个字来形容出台这样

的!规定"#虽然粗鲁#却生动形象+

然而像这样 !脱裤子放屁" 的

规定# 还有不少' 其原因我认为不

外有二& 一是要显示某些主管部门

的权威 ' 只有我发了话 # 出了通

知 # 发了红头文件 # 你国家的法

律# 地方的规定# 才能在我这一亩

三分地里贯彻执行, 二是为今后对

法律法规的执行不力# 准备好推卸

责任的铺垫' 一旦所属部门或企业

出现违法犯规行为# 可以拿出那红

头文件说& 我们早就做出规定# 要

求他们严格执行' 有此两端# 所以

基层单位经常会收到诸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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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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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关于 -贯彻
!!

省关于
!!!

问题的通知. 的通知. 的通知% 之

类脱裤子放屁的红头文件+

一个已经有了法律法规明确规

定的事#原本只需要有关部门去督促

检查所属部门或企业认真执行#但这

种执行需要深入基层下功夫花力气#

不如发一个照抄照搬的红头文件方

便+然而#这些部门一次又一次地!脱

裤子"#恐怕只会暴露了这些部门!皮

袍里的那个/小0来"#给自己的脸上

抹上一层可笑的颜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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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华南虎 为何态度不一

肖华

岳阳市平江县石牛寨发现疑似华

南虎+国家林业局已邀请相关专家对拍

摄到的录像进行鉴定+ 据昨日本报第
!

版报道#国家林业局已证实录像真实+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另一只华南

虎+ 去年陕西省镇坪县也发现了华南

虎#公众表示极大的怀疑#希望国家林

业局能鉴定一下#给个权威说法+ 国家

林业局却声称# 鉴定虎照不在自己的

职责范围之内+

同是华南虎# 国家林业局的态度

为何截然不同呢* 难道这两只华南虎

有什么不同吗 *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

话# 恐怕就是# 目前岳阳市平江县发

现的华南虎还没有涉及其他利益# 而

陕西省镇坪县发现的华南虎就不同

了# 它已经涉及许许多多的利益# 如

部门利益1 地方利益等# 有的干部的

官帽已经和这只华南虎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科技发展的今天#要鉴定一

张照片的真假并不难# 难的就是在鉴定

之前要超越利益之争' 从国家林业局对

待两只华南虎的不同态度# 我们可以发

现#对同样一件事情#有关部门做能找出

理由#不做也能找出理由'要改变这种状

况#关键是加快机构改革' $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已经审议通过#该方案对国务

院机构的职责和权限进行了规定' 只有

有关部门有了明确的工作职责# 才不会

或不敢受制于利益之争# 如此才会杜绝

类似两只华南虎不同结果的现象'

吴华是湖南岳阳平江县电视台记者'

"

月
#$

日凌晨
!

时许# 吴

华乘坐朋友的汽车# 去大坪乡境内的石牛寨省级地质公园拍摄风

景# 直到早上
%

时许才到达目的地' 吴华来到山上拍摄风景时# 无

意间发现约
#&&

米远处山上的灌木丛中有个动物静静地趴在地上'

当他第一眼看到这只动物时# 也不敢断定这就是老虎' 但凭借职业

本能# 他用手中摄像机拍下了眼前的画面' 镜头中# 一只疑似老虎

的动物站起身摆了摆头# 然后悠闲地离开了' 整个拍摄过程不到一

分钟' 吓坏了的吴华气喘吁吁地急忙跑下山去'

平江县县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陈徐恩说# 在
"

月
#$

日吴华拍

摄完后的次日# 在吴的带领下# 湖南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

桂小杰1 岳阳市平江县两级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前往石牛寨现场进

行核实# !证实吴华拍摄的事实是存在的# 而且其出现疑似华南虎

的镜头是真实的'" !据昨日本报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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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的广泛关注下 # 中华文

化标志城的一举一动都让人瞩目 +

'&

日下午# 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

规划建设办公室北京联络处的工作

人员表示# 他们并未如外界传言的

那样撤出北京# 只不过是办公地址

从原来的北京凤凰台饭店换到了孔

府酒店+ 有关人士称# 标志城的建

设不会因为现在面临的争议而停止+

4据 $新闻晨报%

"

月
'#

日消息5

媒体最新报道是项目的相关负

责人表示&建自己的城#让别人说去

吧+ 这种态度让我想起另外一件同样

引来非议不断的事情# 就是那只老

虎+ 细细想来#这
"&&

亿元的文化城

和那只老虎倒是颇有一些共同点值

得玩味#可以折射出很多东西+

从这两件事都可以看出#地方官

员对民声都是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

任外界如何评说# 公众如何怀疑#我

就是坚决不退让#誓要硬撑到底)))

照片就是真的#城就是要建+

有的人说这是地方政府官员的

面子问题#官员说出去的话怎能出尔

反尔#所以也许明知道不可为也要为

之#不能说也要说之+ 可明眼人都知

道#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其实不

是代表一个人的意思#反映的恰恰是

当地政府的意愿#这种意愿又与利益

相关#所以无论是当初的陕西省林业

厅还是今天的山东济宁#他们的坚持

只因为他们迫切需要)))有了华南

虎#可以要钱#建国家级公园#发展旅

游,建文化城也是一样#可以以发展

旅游盘活当地经济为由伸手要钱+ 这

也正是这座城和那只虎之间最大的

共同点# 只不过一个披着生态环保

的外衣# 一个披着文化的外衣+ 可

以肯定的是# 有了那只虎也不能说

明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有了

这
"&&

亿元的那座城 # 也不能说明

我们就多有文化+

就华南虎事件来说 # 陕西省林

业厅已经作了检讨# 尽管没有承认

照片是假的# 起码也承认了工作中

存在作风不踏实的问题# 并将继续

推进华南虎照片的委托鉴定+ 对于

这反对声一片的
"&&

亿元的中华文

化城# 公众目前甚至不知道应该向

谁去呼吁重新论证1 请谁去叫停标

志城项目# 但是# 相信总会有相关

部门来区分利弊严格把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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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文秘专业的任课老师# 为了锻
炼文科学生的思维# 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 给学生布
置了一道 !写一份打劫银行计划书" 的作业# 但这一作业却引
起了较大的社会争议$

-

%信息时报&

!

月
"(

日
.

图为#大学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为打劫银行计划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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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学生写作现状研讨会

"

月
'#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交流

中心报告厅举行+ 记者在会上获悉#

时下#中学生作文引用周杰伦歌词的

频率直追陶渊明+ 在最近一次的中学

生作文大赛中#评委随机抽取
#&&&

份

作文# 陶渊明的诗句出现过
'%

次#而

周杰伦的歌词竟出现了
'!

次+ 4

"

月

''

日$东方早报%5

对于这种现象#专家评委的解释

是 !周杰伦直追陶渊明"+ 有人为此

写评论文章说 # !陶渊明直追周杰

伦"+ 对这一调查结果#从!陶渊明直

追周杰伦"的角度来解读 #就可以得

出更为乐观的结论# 使我们明白#善

于引用!陶渊明"1也善于引用 !周杰

伦" 的新一代中学生既能继承传统#

又能承担当今# 因此更能开拓未来#

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陶渊明是什么人 # 周杰伦又是

什么人# 二者有多大的可比性 * 硬

把他们拉在一起
()

# 是不是太无

聊1 太恶搞了*

陶渊明
'$

岁那年#曾做过江州祭

酒#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当时

官场黑暗#书生气十足的青年陶渊明

自然看不惯#请假回家喝酒去了+ 后

来迫于生计#陶渊明复出 #先后担任

镇军参军1彭泽令等职务+ 在做彭泽

令时#他看不惯当时督邮的作派#给人

家吵起架来#异常清高地来了一句!兄

弟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6 "把乌纱帽

一扔#不干了+ 辞官归隐#远离仕途+

相传#陶渊明弃官后隐居于庐山

下#新娶了夫人翟氏#翟氏很会种地#

每日自耕自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耕地而食#凿井而饮+ 闲暇时#陶渊明

就和一帮朋友到两里外的庐山南麓虎

爪崖下饮酒作乐+ 崖下有一条名为醒

泉的溪涧#涧中横卧着一块巨大的黑

褐色花岗岩石#高约
"

米#长约
*

米#

宽约
!

米#石面平滑#是一个天然的大

酒桌+ 陶渊明和朋友们每次都坐在这

里饮酒作诗#一同取乐+ 他每饮必醉#

每醉必赋诗#醉倒后便挥手对同伴说&

!我醉欲眠#卿且去6 "说完就睡倒在

石上+ 日复一日#这块石头的中间竟

然凹了下去#留下了枕痕+ 于是#这块

石头就被命名为醉石+

在这个娱乐泛滥的时代#谁也无

法忽视明星的力量#但至少应该对传

统文化保持必要的敬畏#陶渊明一辈

子靠喝酒排解情绪#五个儿子都有些

呆傻#可能是喝酒留下的后遗症#有个

儿子到
#"

岁还不识数77对于这样

一个付出代价却留下经典诗歌的人#

竟然被今人拿来同周杰伦
()

#是否太

糟蹋古人了* 是否过于无聊*

弘扬古诗词#可以借助于!流行音

乐"#但是不能恶搞+

陈清华

集体炼钢

武科大职业技术学院已有
+(

余名应届专科生# 放弃所学的计算机等热
门专业#与鄂钢签约去!炼钢"$ '

!

月
"/

日%楚天都市报&(

评#用非所学吗* 未必+ 专业对口只是相对的#不必强求学什么就一辈子干什

么#就业才是硬道理+基础知识大体是通用的#既然紧缺什么就先转过去干干再说#

学了
"

年的知识不会白费的+ 片面追求!对口"却难就业#那样才是真正的浪费+

罪犯探亲

从今年
0

月
/

日起#拘役罪犯经批准每月可回家探亲一至两日$ '

!

月
""

日%北京晨报&(

评#这是人性化执法的举措#体现了人文关怀#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说

到底#也是执法的真谛所在+ 刑罚固然必需#但绝非为刑罚而刑罚#而是为了

改造人#应尽量给罪犯改过立功的机会+类似的人性化措施多了#社会和谐的

因素就多了+

!

奇思妙语

挖金子
我是跑到一块金子里去挖金

子# 而且还只有我一个人在挖$

(((第九城市的董事长兼

+,-

朱骏有着最最奢侈的爱好#买

下了中国足球的一个标杆(((上海

申花足球队+对朱骏而言#他现在的

事业是一场纯粹的掘金游戏+

过日子难
中国足球# 过年容易过日子

难$

(((网友评论说+

不成材
在网上谩骂的# 显然不是读

书材料$

(((张五常昨日发表博文#对

互联网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阐述+

爱的呼唤
我要把我的爱喊回来$

(((一大学生站在大连火车

站前胜利广场的舞台上# 发表爱

情宣言+ 一名年轻女子一边拍照

一边向他竖起大拇指# 称赞他很

有勇气+

关注
这下也许会有更多女士关注

我了
1

(((现年
".

岁的英国男子彼

特8希尔酷爱博彩#

#"

年来他坚

持只用一组数字下注)))

#

#

#"

#

'*

#

"%

#

!#

#

!.

# 日前终于一举

中得金额近
"&&

万英镑的大奖
/

不过# 最让光棍汉彼特高兴的是

将会有不少女士关注他+

在香港艺人陈冠希为 $艳照门%

事件感到头疼之时 & 江西安义县一

户人家也为
+

岁儿子的 $陈冠希 %

这个名字而犯愁 ' 为防儿子遭人取

笑& 造成不良影响 & 他们到公安部

门强烈要求给儿子改名' !

,

月
-.

日 (信息日报)"

)))娱乐无边界# !艳照门"

都影响到百姓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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