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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沸扬扬的东星航空破产重

整一案尘埃落定! 武汉中院作出最

后裁定"驳回申请人湖北东星集团

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申请! #

!

月
"#

日$长江日报%&

东星'创造(了历史! 它成为我

国第一个破产的航空公司) 所涉及

的案件成为我国新$破产法%颁布后

首例跨境破产重整案! 仅仅
"

年)这

家民企便从风光登场走到破产)衰

败之快)让人吃惊! 东星的殒落)与

其老总***从省委机关下海+ 一度

贵为湖北首富的兰世立的经商哲学

颇有关系! '摊子越大+政府越放不

了()支撑兰世立在市场上的疯狂行

为的)是他对政府职能的错误认知!

这种错误认知并不乏现实基

础! 一些污染企业早就豪言"只要创

造了
$%&

)解决了部分就业)政府就不

可能在环保问题上痛下辣手,,种

种表现)实际都是对地方政府的'绑

架(!拥有最强势权力的政府)为什么

会被'绑架(- '绑架(和'被绑架者(常

常存在利益纠葛)无法置身事外! 信

奉'忽悠)也是一种能力(的兰世立在

和政府打赌"我随便玩)玩砸了)你也

会兜底! 这回他没有赌对)但滋生这

种心理的土壤还在! 不铲除这种土

壤)不易诞生高效政府)很难呼唤出

现代企业和企业家! !新京报"

45!67"89 :;<

武汉五里墩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几名职工反映)

!

月初)单位号

召职工自愿向贫困群众捐款)她

们没有捐!

!

月
'!

日)她们得知凡

是捐款的) 单位按照捐款金额的

())*

发放奖金! 她们认为这是变

相乱发钱)对她们不公平! .

!

月

"+

日$武汉晚报%&

漫
画
漫
说

#说真的$你现在配不上我了%

&&

!

月
,!

日早上
!

点多 )

-%

为

'人民公务员(的网友发帖$某人)说

真的)你现在配不上我了%通告男友)

称自己已经考上公务员)要'对不起

你了(/ 连日来) 该女子遭众网友痛

批)称其为'女陈世美(! !华商报"

#每年供应的土地开发商都

建不完%

&&&针对近期部分开发商 '地荒

引发房价飞涨(的言论)国土资源部总

规划师胡存智回应! .经济参考报"

#我担心任课老师会拎着学

生让我教育%

***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

作规定%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新快报"

我向来不知道) 多高的学历才

能当多大的官) 因为这显然不是一

个问题! 奇怪的是) '低学历高官(

却屡屡引来争议! 最近陷入争议的

'低学历高官() 是新任苏州市委书

记蒋宏坤) 学历只有大专! 很多人

担心) 苏州前几任市委书记都有博

士学位) 蒋宏坤接棒后) 能否胜任

这一要职- 但蒋宏坤倒很豁达) 他

轻松地表示) 学历并不等于工作能

力) '我没有必要沽名钓誉) 我们

实实在在) 该什么就是什么!(

蒋宏坤并不觉得自己的学历是

个问题) 一如刚刚上任的上海浦东

新区区长姜樑) 这位同样只有大专

学历的高官) 对网上关于他学历的

种种争议) 也只是报以一笑! 再往

前看) 去年就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

张平) 更是只有中专学历!

学历从来都不等于工作能力 )

尤其是很多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给

自己镀金时) 注水的学历反而成了

一块耀眼的遮羞布! 作为一名服务

公众的官员) 诚实应该是更值得肯

定的品质! 诚于自己) 才能诚于公

众)大家才会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他!

大家其实心里很清楚) 以蒋宏

坤等 '低学历高官 ( 手中的权力 )

要想给自己镀镀金) 其实不费吹灰

之力! 但他们却近乎固执地将 '低

学历( 公之天下) 甚至不惜让自己

置身于非议的漩涡中) 这实在需要

勇气和诚意! 尤其是蒋宏坤和姜樑

等人还以自信轻松的心态公开回应

舆论质疑) 更释放出一种 '信任舆

论( 的善意! 这种善意) 正是官员

和民众之间相互信任最好的粘合剂!

很多官员惧怕舆论) 尤其是涉

及一些会让自己陷入争议的话题时)

更对舆论避之不迭! '学历偏低(显

然是很多官员认为会让自己没面子

的事)避而不谈是最常见的选择! 回

避舆论的结果)是把简单的事情神秘

化+复杂化)交流面临障碍)会让民众

对当事官员产生更大的不信任感!

蒋宏坤们笑谈'低学历()明显有

别于这种惯常的官员心态! 他们的

回应)让公众看到了一名高官的诚意

和自信)更释放出一种信任舆论的善

意***相信舆论最后能在交锋中回

归理性)形成积极的共识! 网络留言

很能说明问题"在蒋宏坤+姜樑笑谈

'低学历(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

官员的诚实是最可宝贵的品质)学历

高低与之一比)只是细枝末节!你看)

官员信任舆论)把事情摊开来说)到

最后不仅没引火烧身)反而借机再次

普及了'学历不等于能力(这一常识)

更部分消弭了很多网民不信任官员

的心态)这多好! !新民晚报"

官员诚实远比学历重要

河南固始县公选
,"

名乡长 )多

半是官员子弟! 消息一出) 舆论立

热!该县组织部长周辉予以确认)并

表示"'但这不代表就是不对的)他

们当选符合相关程序)符合条件)难

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 ( 此论一

出)即成为舆论批评的标靶!

确然) 官员的后代也是人) 也

有或从政或经商等权利! 公众所关

注的是 ) 选贤任能始终都应当公

平+ 公正与公开!

固始公选)在公众看来)多半官

员子弟当选)这不太正常!于是胸中

便生出疑问)公开选拔出来的)为何

多是有背景的- 这一疑问经由现实

生活中的个人亲身经验和感受得到

强化!由是)公众便对固始公选提出

两大质询" 一个是公开选拔程序是

否公正)尽管有自荐+公推+公选三

个步骤) 但最后关键的两步都是官

员选官员)没有民意代表)就必然留

下不公正的隐患!另一个是)在合乎

程序的保护伞下) 是否发生诸如拉

票+ 贿选等腐败行为- 在现时条件

下)面对固始公选疑问)其上级机关

应当站出来说话) 承担查证与信息

发布之责! 多半官员子弟当选到底

正常还是不正常- 公选程序是否合

法- 有没有打招呼+递条子等行为-

我们期待权威回答! !人民时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