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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买二手房也应允许入户

焦点

购房面积规定高还是低!

焦点

购房落户落谁的户!

焦点

应有海口参保年限规定

"市民心声#

期待政策尽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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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看到行人随地扔垃圾! 负责海

甸三西路的一位环卫工人幽默地对

记者说" #假如只需要扫一遍就能

保持干净! 那太幸福了$% &见海南

日报相关报道'

联想到不久前发生的多起环卫

工人因为劝阻乱吐( 乱扔行为而被

打( 被骂的事情! 和他们习惯了受

到冷嘲热讽( 白眼轻视! 就是借个

厕所也常被拒绝的工作状态! 环卫

工人们所渴望的! 不过是市民对他

们人格 ( 工作起码的尊重 ) 这份

#幸福* 渴望! 对比绝大多人来说!

平常得不能再平常! 甚至卑微的令

人感到心酸)

扪心自问! 我们有多少人是发

自内心地尊重环卫工人+ 我们尊重

军人, 尊重教师! 为什么轻视环卫

工人+ 军人被称为 -最可爱的人*!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和平与安宁! 教

师被称作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他

们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有知识有教

养. 在人们的意识当中! 这些无疑

都非常重要! 自然而然地尊重从事

这些工作的人. 而环境卫生! 长期

以来并没有在人们认识中占据应有

的位置! #城市的美容师* 的称号!

又怎会不沦为一句漂亮的空话+

我省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把环

境卫生问题上升到关乎海南长远发

展的空前高度. 眼下! 不少环卫工

人体会到 ! 虽然还有人乱扔垃圾 !

但环卫工人比以前受尊重了. 主要

原因应属观念的变化开始带来人们

日常行为上的变化.

然而 ! 良好的环境卫生习惯 !

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 有一则

小故事! 读来很有些感触" 刚解放

时! 一名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特务 !

潜伏回国内! 伪装成一个普通货郎!

对这名外来者! 侦察员只发现了一

个疑点 ! 货郎在抽烟划完火柴后 !

不是随手一丢! 而总是把燃剩的火

柴杆放回火柴盒内 ! 侦察员认为 !

这种文明习惯! 一定是在另一种环

境下长期形成的! 最后终于证实他

是个特务. 我们许多市民! 可能昨

天做到了不乱丢垃圾! 成为卫生环

境的保护者! 今天很可能随手一丢!

又成为环境卫生的破坏者. 文明与

不文明! 素质高与低! 往往只在一

念之间. 老实说! 现在我们许多市

民的卫生文明习惯还没有最终形成!

这是影响环境卫生整治能否取得长

效! 也是影响环卫工人 #幸福感 *

的最大障碍.

现在我们讲提升市民素质! 但

又总觉得有些无从下手. 我们不妨

就具体到把尊重环卫工人作为突破

口! 尊重环卫工人! 就是尊重他们

的劳动! 就是重视环境卫生! 就是

市民文明素质提升的表现! 不乱丢,

不乱扔! 并不难做到! 环卫工人的

#幸福* 也将不再是一种奢求.

环卫工人的!幸福"是一种奢求吗#

!

直言

一语惊人

增长的数字
!

陈清华

国家统计局
!"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际增长
##$!%

! 农村居民增

&$#%

!均超过了上半年的
'()

增长"

这样的数字真让人振奋! 我们

的居民收入增长终于赶上
'()

增长

了"可不少网民却意味深长地说!统

计局公布的这个增长数字让我们感

到惭愧!惭愧自己拖了国家的后腿!

在金融危机下! 许多人说他们的人

均收入基本不增长或者负增长"

莫非部分人又#被增长$了!反

正已经被开心%被小康%被代表%被

捐款%被失踪%被自愿%被就业过了!

再&被$一次也习惯了!就像早已习

惯了替别人高兴一样! 没有委屈也

没有无奈'

漫画漫说

��Ãã�$%�

///泉州女清洁工扫马路时用绳

将幼子拴路边! 每扫一段落就移一下

绳子. 路人心酸.

出处$%东南早报&

�å¯ù¹]¯&¾�

///央视原副台长陈汉元评赵

忠祥主持东方卫视 -舞林大会%.

出处$%京华时报&

%&'()*+,-./0%12345

安徽巢湖市原市委书记周光全

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大肆受贿!行贿者

中有近
!"

名官员是希望在职务升迁

上得到周光全提携并最终如愿以偿.

买官者送钱
""

周光全授意
""

组

织部考察
""

周光全在市委常委会

上任命!这是周光全收钱赏官帽的惯

常程序. &

#

月
!$

日半月谈'

干部选拔任用! 本有组织考察,

民主推荐,公开竞聘,集体讨论,全委

会票决制,常委会票决制等一套组织

程序!然而到了周光全那儿!这些程

序全成了他卖官时随意拈来的筹码.

他大肆卖官!把巢湖市的官场变成了

-市场%! 致使当地买官卖官成风!跑

官要官, 花钱买官几乎成了心照不

宣,习以为常的潜规则. 而尤发人深

省的是!周光全卖官从表面看!干部

选拔任用程序各环节并没有出现问

题!但实际上!程序沦为走过场
""

程序被周光全玩了!或换言之周光全

在-玩程序%.

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 成了

-一霸手%.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

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是对市委

书记监督的现实难题. 事实上!不敢

监督,不能监督!不仅纵容了贪官,助

长了腐败!而且大大损害了群众对党

和政府的信任度. 买官卖官!会恶化

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采取措施加强

对市委书记的监督!已是一件刻不容

缓的事情. !原载人民网' 旭初
%

文'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腾讯教育频道! 对
&!'(

人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

#)*(!

的人认为博士不

是越多越好!博士生教育应回归精英

教育. &0中国青年报1

#

月
!$

日'

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

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们该如何理解

这个-世界第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

家把博士生培养数量作为追求目标

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对规模

与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 十多年来!

全美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一直保

持在
+

万人左右. 去年
+

月!国务院学

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

!""$

年中国大

陆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
&("

所!美国只有
!,&

所. 从单个大学看!

美国大学中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

#""

人的只有两所!超过
)""

人的只有

)

所!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

-./

等

名校都不超过
)""

人. 现在我国已经

有多所高校博士生招生数超过
("""

人!最多的已经超过
(+""

人.

博士生培养的-大跃进%!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 有高校的功利心态!还

有用人单位的不正常-门槛%.和以前

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

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

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

务员. -大跃进%之下!博士水平难免

下降!同时!培养出来的博士学非所

用!也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 此非社

会之福. &朱四倍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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