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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来悼念梁羽生!

!

陈清华
梁羽生先生走了! 坊间因此展

开了种种悼念活动" 重庆师范大学

教授莫怀戚先生就说#$我想在未来

!"#$"

年内!很难出现像金庸和梁羽

生这样的大师了%&时下备受关注

的郭敬明和韩寒就只是玩弄一些文

字游戏&&'(

!

月
%

日)重庆商报*+

属于金古梁的时代已经过去!现

在的新武侠我已经不看了"如果说古

龙提倡了平等,自由!金庸提出了$为

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武侠精神的话!

那么!梁羽生则提出了他认为不可缺

失的道德底线! 同时张扬了男女平

等!他老人家的小说经常让侠客和侠

女并肩驰骋江湖- .以侠胜武'是梁氏

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梁氏武侠的基

本出发点-木阳在一篇介绍梁羽生的

文章中说!梁羽生博闻广识!多才多

艺!曾用$梁慧如',$冯瑜宁'等笔名

写过许多散文, 文艺评论和文史随

笔- 他的棋评写得相当精彩!公认为

一绝! 读来比亲临现场观棋还有兴

味-梁羽生曾用$佟硕之'的笔名写了

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在一九

六六年香港的)海光文艺*上+!详尽

分析二人异同- 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 (中国式+

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 '现在

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梁羽生的

$侠'了-刚在
!""&

年
!

月
!

日的)南

方都市报*评论版上看到陆谷孙写的

专栏文章 #)杀人还枭首与人文教

育*!感触颇深-陆谷孙说#$从美国传

来消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言人宣

布!中国留学生杀人///一名宁波籍

的男生杀了一名北京籍的女生-警察

于事发后一分钟赶到时!凶手正捧执

受害人被割下的头颅! 束手就擒-

%%凶手在咖啡厅公开行凶!杀了人

意犹未尽!竟还枭首!真实演出了一

回现代版的)水浒*- '

一个
!'

岁留学博士生!竟然做

出这种事!震撼之余!不想不思考#

该怎么补上人文缺失的课0 什么才

是做人的基本底线0 在这个消费主

义时代! 我们应该拿什么悼念梁羽

生0如何让现在的学生理解.以侠胜

武'的真正含义0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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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飞

企业带薪休假
更需强制执行
!

王军荣
为保证带薪休假制度落实! 山

东省近日出台 )关于组织实施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若干

问题的意见* 明确规定! 对拒不支

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赔偿金的! 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

月

$%

日 )扬子晚报*+

带薪休假是职工的一项法定权

利! 当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可是! 对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工

作人员来说! 他们的法定的节假日

基本上都得到保证! 他们并非最需

要保证带薪休假的人群-

谁最需要被强制执行带薪休假

制度0 企业的员工,农民工- 在就业

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形下! 带薪休假

这项法定的权利! 对于企业的职工

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从新闻媒

体上! 我们几乎看不到企业的员工

因为没有享受到带薪休假而将企业

告到法院的新闻! 因为如果有人敢

这样做!恐怕休假之后!就是解雇的

结局- 况且! 申请执行的成本也很

高- 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 带薪休

假!如果不是企业主动提出来!他们

恐怕是永远都不会主动要求的 !更

何况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在笔者看来! 如果山东省真的

要想让带薪休假制度能够得到严格

执行! 那首先! 出台措施让企业员

工的带薪休假制度得到执行 1 其

次! 不要让员工自己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监督

措施! 强制企业执行-

员工是现实的! 在面临金融危

机的当下! 带薪休假很奢侈! 可是

不管如何! 法律不能因为金融危机

而打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山东

省出台的 )关于组织实施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若干问题

的意见*! 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却

成了选择性执法 - 其意义相当有

限-

0

原载 )羊城晚报*

1

!

月
"!

日晚! 福建省长乐市拉丁

酒吧发生特大火灾!共造成十多人死

亡- 据当地政府介绍!当晚
!!

时
"#

分

左右!长乐市拉丁酒吧十余名男女青

年开生日聚会!在桌面上燃放烟花!

引燃天花板酿成火灾-

对遇难者而言! 刚刚过去的春节

无疑是喜庆的绝响1对生者而言!不期

而遇的灾难让人扼腕叹息之后! 更应

是警醒与追问的开始- 长乐火灾的直

接原因是顾客燃放的烟花引燃天花

板!这一幕简直就是几个月前深圳舞王

火灾的翻版- 同样是公共娱乐场所!同

样是烟花引燃天花板!同样酿成死伤惨

重的悲剧-前后仅仅相隔
$

个月!十余条

生命竟以同样的方式为烈火所吞噬-

从根子上讲!深圳舞王火灾与官

员腐败和职能部门失职不无关系!但

最直接和浅显的教训仍是漠视消防

安全防范-因为如果舞王俱乐部消防

措施到位的话!天花板是不可能被烟

花引燃的- 按照公安部)公共娱乐场

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吊顶应当采

用非燃材料' 这一规定如果得以落

实!不仅深圳舞王的礼花手枪打不燃

顶棚!而且长乐拉丁酒吧的天花板也

不会因烟花付之一炬- 现实却是!为

了保证音响效果!不少酒吧舞厅都违

规使用了易燃材料-漠视安全即漠视

生命!有经营者的违规在先!必有消

费者付出生命代价于后-

我们当然可以责怪那些举行生

日聚会的青年男女!正是他们的危险

举动直接导致了火灾的发生-但只斥

责他们不懂消防知识!这并没有抓住

问题的关键-公共娱乐场所的天花板

是不能被轻易点燃的!这一点不仅要

靠经营者的自觉来实现!更得依赖法

规的强制!以及职能部门一丝不苟的

执行-公共娱乐场所在施工前必须经

过消防安全审批!在开业前必须通过

消防安全评估!这是)消防法*,)公共

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

法规作出的强制性规定-将这些规定

落到实处!是消防安全职能部门的权

力!也是责任所在-

职能部门遏制致命大火!至少有

施工前,开业前,集中检查整改等多

次机会!十余人殒命的惨痛现状已经

表明! 这些难得的机会却被付于流

水-深圳舞王火灾揭出的谜底是官员

的贪腐!换了长乐又当如何!只能等

待更权威的调查结果- 但是!至少有

一种心态隐约可见!那就是厄运大概

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否则!舞王悲

剧之后!长乐拉丁酒吧同样的天花板

不会一直保留到出事这一天-

相同的悲剧!由相同的火焰点燃-

人们的智慧与理性!在敷衍,懈怠和欲

念面前!总是显得不堪一击-在这十多

条生命之后!还会有人重蹈覆辙吗0这

将考验民众!考验商家!更考验地方政

府和职能部门- (原载)华商报*+

福建酒吧与深圳舞王烧的是一样的火!

火灾发生之后! 当地政府立即

关闭全市娱乐场所全面整改- 这种

处理模式!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然

而!为何整改反思之后!悲剧却依然

发生0

与其说我们反思不够! 不如说

我们的反思仅仅是建立于浅层次上

的!这里面既有整改内容上的问题!

也有宣传方面的问题! 更有监管不

严等诸多问题-

公安部颁布的 )公共娱乐场所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公共

娱乐场所严禁带入和存放易燃易爆

物品! 为何烟花在带入酒吧时却没

人阻止0燃放时又如此顺利0肇事者

的责任固然不能免除!但另一方面!

我们的火灾宣传工作是否到位0

回头想想# 如果在电视台的精

彩节目下面和热门网站首页打上一

行提醒文字# .严禁将烟花带入酒

吧, 舞厅等娱乐场所燃放'! 悲剧

发生的几率会不会降低一些0 防火

不仅仅是消防等职能部门的事! 更

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如何通过趣味

性, 科学性的宣传加强公民的这种

责任意识! 应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

点之一-

另一方面! 这家酒吧是如何通

过消防检查的0 其实! 对公共娱乐

场所的检查来真格的! 不妨学学汽

车行业里的模拟撞击实验! 比如用

烟头, 烟花爆竹来测试- 要知道!

一次 .高度仿真' 的消防全方位检

查所能发现的问题会超过
!#

次常

规检查-

悲剧的发生往往如同盗贼 !他

来的时候!并非悄无声息!而是可能

露出蛛丝马迹!一旦我们警惕不够!

防范措施不力! 他走的时候就会让

我们损失惨重- (原载)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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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网友! 新春相聚团圆之

时 ! 却发生如此乐极生悲的事

情! 让人扼腕之余! 更要叹息仿

佛有 "命运之手# 的捉弄$ 只是

在这里 ! 命运之手并不捉弄我

们! 捉弄我们的是我们自己$ 回

想这起火灾之发生! 倘使酒吧经

营者或其他客人能够及时制止年

轻人在桌面上燃放烟花的行为!

这场悲剧能够避免$

火灾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生

命的脆弱! 与此同时也让我们看

到了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自己

及他人生命是何等漫不经心$

网 友 评 论

一家之言

李琼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根据国务院

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

等
%

个试点省市今年将正式启动这

一改革! 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 这

意味着!长期与机关公务员挂钩,处

于较高水平的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

的退休金不再单纯由国家财政负

担! 而是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

法来发放-

应该说! 将事业单位人员养老

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不仅是

削减高达千亿的公共财政支出的需

要!也是破除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存在

的.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而该改革

方案公开后!却引发了社会各方不少

质疑- 质疑的焦点!并非事业单位职

工养老金待遇的大幅降低!而是改革

设计者///公务员群体本身未能成

为改革的对象!致使公众对改革所能

达致的公平性产生疑虑-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首

先必须指向制度公平-这种制度公平

的根本要求!就是国民化!亦即所有

的社会成员都应该被纳入这一体系

之中-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保障

体系要实现城乡全面覆盖!人人皆有

保障!也意味着不存在游离于这一制

度之外,享受另一种.超稳定',.超水

平'养老方式的特殊群体-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巨大

变革的过程中!公务员的养老和医疗

一直由计划经济的管理思维主导!采

取由财政一手包办的退休制度和公

费医疗制度!而不是由政府和个人分

别负担的积累与统筹相结合的社会

保障制度-当前公务员与社会之间相

对封闭的壁垒!社会存在对公务员群

体既向往又对立的复杂情绪和心理

失衡! 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二元化

的,彼此独立,封闭运行的养老医疗

保障体系所形成的高福利-

需要承认的是! 保持行政系统

和公务人员福利待遇的相对稳定!

对于保障国家管理的有序和高效!

经济发展的持续和平稳! 以及社会

的稳定和协调!必不可少-养老保险

制度的公平,公正!并不直接等于整

齐划一!毫无差别!但将公务员保障

纳入社保体系! 实现与社会保障制

度接轨! 已是世界各国较为通行的

做法- 在社保体系之内保证相应福

利水平! 在保障之外强化外在约束

以减少腐败发生! 应当是现代社会

管理公务员群体的思路-

理想的社会保障制度! 应该无

歧视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

活保证! 这既是保证全体成员竞争

.机会'公平的需要!也是促进全体

成员竞争.结果'公平!保证社会成

员自由流动的需要- 让所有社会成

员///包括公务员///成为社会保

障体系中的一员! 应成为此项制度

改革的方向!并且在这一基础之上!

我们也需要一个具体推进的时间

表!以回应社会的期待- (原载)长

江日报*+

0123456789:

天津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

公厅近日联合发出通知明确要求!

市级领导同志不参加一般性的纪

念庆典活动- (

&

月
!

日新华网+

此通知用意甚好- 若能落实到

位!客观上会起到端正官场风气,反

腐倡廉的作用# 官员参加商业庆典

活动! 礼毕少不了吃请和收受纪念

品-这看似平常!实则有些活动的举

办者醉翁之意不在庆典! 而在于借

机与官员套近乎,拉关系!甚至借机

行贿- 天津市以刚性的文件规定市

级领导同志不参加一般性的纪念活

动!可谓是起到了一道屏障作用-

不过 !文件中规定 .市级领导

同志不参加一般性的纪念庆典活

动'仍留有疑问- 一则!市级领导同

志不参加!那下一级或再下一级的

官员是否可以参加呢0 二则!何谓

一般性的纪念庆典活动0 若无事前

详细界定!恐怕最后又要落得个用

领导出席来反证某某庆典活动是

非一般性的纪念活动- 何况!一些

公益性的纪念活动, 慈善活动等!

官员是应该积极参与的-

要说防止官员参加庆典活动

搞变相的腐败或者潜规则!则可以

通过严格管理官员收受礼品来实

现- 据)青年周末*报道!

&##'

年
%

月份!美国白宫公布了正副总统的

个人资产状况及
&##%

年收到的礼

物清单- 不过!总统留为己有的礼

品超过
&##

美元!就上交白宫档案

馆保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依

此而行!官员参加那些一般性的商

业庆典!因无任何念想 !估计会主

动拒之!且又不至于因.一刀切'而

影响到官员参加公益性纪念活动-

要精简党政机关的会议活动!

是要拿出铁律! 并尽可能地细化!

且应让制度保有温情又具有可操

作性!千万别最后流于形式- (原载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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