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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
-

月总理与网友在线交

流之后!

.

月
./

日下午总理再次接

受中国政府网 " 新华网联合专访 !

与亿万网民 #零距离$ 交谈%

总理两度与网友在线交流 ! 并

非偶然! 因为亲民的总理喜欢与群

众在一起& 政府联系群众的方式多

种多样! 互联网是与广大人民直接

交流的好平台& 在互联网上网友可

以 '簇拥$ 在总理身边! 畅所欲言(

平等交流 ! 总理也置身民意海洋 !

在对话中感知百姓冷暖&

'民之所忧! 我之所思) 民之所

思! 我之所行&$ 百姓生活怎么样 !

对政府还有何种建议 ! 总理向来十

分关心& 当下互联网已成为民声和

民意的集散地! 通过与网民在线交

流! 中央能更真实地感受中国民生!

更广泛地搜集社情民意 ! 聆听来自

网络的原生态声音& 在基层民意直

通中央之时! 中央也及时向网民传

递了政府破解社会民生等难题的信

心( 决心&

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 一个为

民的政府应密切联系群众 ! 敞开胸

怀听民意( 汇民智& 我国网民已近
0

亿! 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 公民有序

政治参与的热情日益高涨 ! 在反腐

倡廉( 制度完善( 法规健全等方面!

互联网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通过问计网民! 政府决策会更加科

学民主! 公开透明! 惠及亿万百姓&

总理两度对话亿万网民 ! 勾勒

出一个大国总理亲民爱民 ( 自信开

阔的伟大胸襟! 也集中体现了一名

真正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

总理两度问政互联网 ! 不仅折

射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

念 ! 也体现了互联网时代更加开

放 ( 透明 ( 务实 ( 民主的执政风

格& 在这种执政理念下 ! 人民的知

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 监督权得

到更充分尊重! 让网友感受到浓浓

的网络情结和厚厚的民生情怀 &

*原载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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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对话网友展现厚厚民生情怀

热 点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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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初中部( 海南侨中初中

部!九小滨海分校等三所'名校$回

归公办!今年起不再收取高价'择校

费$% 消息公布后!现在社会与家长

关注的一大焦点是!重新姓'公$的

三所学校!今年怎么招生才公平,

有人说!拿出来划片呀!可是

划片会公平吗, 家长们心里没底!

他们的担忧还得从海口已经实施

多年的划片入学操作说起%

海口虽然已经实行划片入学

多年!但划片的依据是什么, 每所

学校的具体范围在哪里,每所学校

能提供的学位是多少,片区内符合

条件的学生有多少等公共信息都

未曾公开%在国内诸多城市早已经

实行公开划片(公证摇号派发学位

的时候!海口透明度不高的划片入

学操作让家长们疑虑%最典型的例

子就是!海口的重点小学九小位于

解放路!与学校一路之隔的有些单

位的孩子却无法划到该校!而远在

数个街区之外的市委市政府家属

院里的孩子!却可以划进九小的片

区% 这样的划片!如何服众,

那么重新回归的海中初中部(

海南侨中初中部能不能搞划片入

学呢, 我看够呛% 海中初中部是

省属重点! 当然不能划入海口只

为一城服务% 海南侨中同样如此!

更何况侨中的初中早搬到了西海

岸 ! 周边居民寥寥 ! 真要划片 !

除非把初中部搬回市内! 高中部

搬到西海岸去%

众所周知! 三所回归的学校

都是目前海南差不多最好的学校!

在优质教育资源尚属稀缺的海南!

这几所学校的学位! 无论采取何

种方式配置! 都无法满足所有家

长的需求% 俗话说得好! 不患贫

而患不均 ! 如何切这些 #蛋糕 $

更需讲究公平与技巧% 既然是全

省或全市的优质资源! 从理论上

讲!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分享这种

资源的机会与可能! 哪怕这样的

机会看起来是那么渺茫%

有人说!目前最公平的办法之

一就是海中初中部(侨中初中部与

滨海九小全部实行全省或全市统

招!公布全部学位!志愿报考!统一

考试!划定录取标准!依照成绩录

取% 我也不主张一考定终身!可是

在现有条件下!如果没有更好的办

法!我认为这样相对公平些!总比

以排队先来后到或者以金钱换分

数的#择校$来得更公平些%

有人又会说了!差学生难道就

无权享受优质教育资源,那能不能

不考试, 当然可以- 所有想来上这

三所名校的学生都可以自愿报名!

最后公开电脑摇号派位!完全靠概

率来决定资源分配%这样的办法尽

管原始!但却可以保证所有人都有

机会参与其中%

不管是统考(统招还是电脑摇

号!公开透明的运作!严密的多方

监督都是教育资源配置公平 (公

开(公正的必然要求% 从这个角度

讲!回归的几所学校今后如何招生

才能更公平!我觉得教育主管部门

不妨公开征集民意!请大家一起来

出主意- *原载南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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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

月
+

日! 在陕西省

韩城市煤老板朱守怀儿子极尽奢

侈的婚礼上!市委副书记张建华做

证婚人! 副市长苗振兴到现场祝

贺!共有
1/

名公务人员送礼!而煤

炭局更是巴结!提前发通知让大家

前去#随礼$% 前天!渭南市纪委宣

布了处理决定!认为副书记(副市

长助长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

良习气!责令两人向市委作出深刻

检查! 并对其进行警示训诫谈话%

*见
-1

日.钱江晚报/+

'大操大办$之'大$!确实与两

位'大人$亲自参加脱不了干系&如

果说'铺张浪费$是'炫富$!那么有

两位'大人$与众多公务人员参加

婚礼!则是'炫势$& 问题是!这'权

势$怎么会心甘情愿地由着煤老板

去'炫耀$呢,

很多网友以 '打死我也不信$

的口气!怀疑有些官员跟煤老板存

在权钱交易关系!甚至怀疑煤老板

企业有'权力股$存在&这些事没有

证据不能乱说!但这么多官员与公

务人员不干正事!跑到由他们监管

的煤矿企业老板家去帮忙办婚礼!

还要自掏腰包 '送礼 $!如此放低

身段!官商一家亲!不能不让人有

此遐想& 煤是黑的!官员应该是清

白的! 纪委似乎可以调查得更深

入一些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至

少应该对此有所说明! 这样才能

取信于民&

大张声势地'调查$!然后让被

调查者作'深刻检查$!检查的内容

是 '助长不良习气$! 板子高高挥

起!轻轻落下!挠得挺痒!似乎已经

收场了&不知朱老板会不会觉得过

意不去!在事后前去安慰一番& 调

查不深入不清晰!或许连出生于韩

城的史马迁都没法记述" 评价的&

*原载.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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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生

近日!一则.史上最牛的中科

院院士000刘院士及女儿等诈骗

经过和证据/ 的帖子闹得沸沸扬

扬!文章称!

2

个农民
-**3

年觅得

内蒙古一处砂金矿!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院士及其

女儿承诺为其办理探矿证!并收取

+**

万元'办理费$!但事情最终未

办成!经多次'跳楼$追讨!钱亦未

能退回&

-/

日.京华时报/报道!刘

院士称自己并未参与交易!将会通

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名誉损失&

是否涉及诈骗! 应由司法机关

裁定&但现有的事实表明!刘的女儿

的确打着'院士$旗号称'父亲认识

内蒙古国土厅的高官!能办成这事!

办不成的话全款退回& $ 并有'

+**

万元进到刘院士的银行卡中$&

对于莫名其妙多出来的
+**

万!刘院士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的惊恐!反而处之泰然"一推了

之!并且心安理得"赖账不还&反而

是公众生出更大的惊恐!是否真如

一些有识之士的臆测! 一些专家

'其魔术般的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

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

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 $

院士掌握话语权!国土厅官员

掌握审批权!如果碰巧两人又是师

生关系!或者国土规划"项目审批"

政府采购的时候!院士领军的专家

团队又握有 '建议权 $或者 '拍板

权$! 这
2

个农民矿主可真是敲对

了门!直接贿赂官员太显眼!给穷

教授多拎点年货!不仅不扰民还能

曲线救国!可谓安全无污染&

刘院士毫无悔意!质问'就因

为我名气比我女儿大!就要拿我炒

作吗, $但是他说不清!为何合法合

规的办证! 需要
+2*

万的顾问费!

天价探矿证是否代表着对腐败和

潜规则的默认&

不做学术的圣徒!当起了腐败

的掮客& 这种沈从文所谓的学者

'有形无形的市侩化$ 让人不寒而

栗!'一种可怕的庸俗 1实际主义2

也在普遍流行!腐蚀他们做人的良

心!做人的理想$&

+3*,

年至
+3+-

年以林肯塔

贝尔为代表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

代表公众利益揭露了纽约政府官

员的腐败丑行!揭露了垄断企业的

恐怖恶行!揭露了劳工贫困的悲惨

和雇用童工的罪恶&而一些中国学

者的理想! 却蜕变成勾结权贵(扬

名逐利&

院士堪称中国科学界的旗帜!

旗帜不插在文明的高地上!却插在

了权力和金钱的泥潭里& *原载.钱

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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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贪官!蚂蚁搬家式"腐败

经法院审理查明! 江苏省泰兴市

财政局契税所原所长陈承利用职务之

便 !于
-***

年至
-**3

年间 !先后
24

次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送予的人民币

,-

万余元和
-***

元面额的超市购物

卡&这些钱还是陈承靠他在近
+*

年的

时间里!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一

滴'积攒$起来的33日前!江苏省泰

兴市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陈承

有期徒刑
+*

年
,

个月 & *

-

月
-2

日

.法制日报/+

抱着'收个千儿八百不算犯法$想

法的陈承!在他的脑海中!腐败只发生

在职权大的人身上! 一笔收受几十万

才叫犯法! 而自己一次才收个千儿八

百的!根本不算什么&没想到最终身陷

囹圄!留给人们深刻的警示&

陈承'蚂蚁搬家式$腐败!一是把

有限的权力利益'最大化$!不但大宗

房产买卖陈承要设上一'卡$!小的契

税减免业务他也不放过! 他有句 '名

言$4'设1卡2不分对象!有钱就行& $二

是'没有机会创造机会$&办事必捞!有

机 会 就 捞 ! 没 有 机 会 创 造 机 会

捞00000这是陈承的处事'警句$& 在

契税征缴工作中! 对非原始纳税资料

进行审核是把好关口( 防止税收流失

的重要环节! 在发票复印件上更改购

房人等要素更是绝对禁止的! 然而这

在陈承眼中却成为了不可错失的 '发

财之道$&

'蚂蚁搬家式$ 腐败历时较长!手

法较隐弊!每次收受的款项貌似不多!

然而!水滴石穿!天长日久!从量变到

质变的转化! 终究难逃党纪国法的制

裁!这就是'蚂蚁搬家式$腐败给予人

们的警示- *原载人民网+

谁动了胡小燕的权力

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

小燕又有新闻爆料& 回顾两年的代表

履历!胡小燕对媒体称!一是忙!始终

在为农民工问题努力着) 二是无奈!

'有职无权$! 很多问题不是自己可以

解决的
5.

月
.2

日.广州日报/

6

&

我愿意相信胡小燕代表 '有职无

权$ 的感慨是真诚的& 这是一个雷语

与实话交相辉映的时代& 当谎言见怪

不怪( 习以为常! 一两句实话也会显

得无比雷人& 要读懂转型期的中国!

就得学会在应然和实然中来回跳跃&

相信实然者! 仰视应然则必生惊诧莫

名& 相信应然者! 以应然观照实然!

困惑总在所难免&

胡小燕之'无奈$!部分源于她无法

解决一些农民工找她所反映的诸多实

际问题&人大代表并不直接行使行政权

或司法权!要替农民工讨要工钱!或替

冤案苦主洗刷清白!人大代表的确'无

职无权$& 人大代表理应对自己的身份

有清晰的认知! 代表的权力与行政权(

司法权一样! 都是公权力的组成部分&

权力各行其道是良好秩序的前提&

要改变全国人大代表 '有职无

权$ 的无奈! 就得信法为真! 用勇气

和信心来为代表的权力而斗争& 坐等

机制完善( 时代进步是极不负责的推

诿之辞&

7

原载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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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华

如果说!儿童遭遇猥亵的新

闻 !令人愤怒的话 "因为这会给

孩子带来无法抹灭的心灵创

伤#! 那么! 儿童安全教育的缺

失 !将会令家长忧心如焚 !因为

一旦遭遇不测!孩子缺乏起码的

自救能力!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浙江天台
!

姐弟溺亡的悲

剧犹在耳边!它带给我们的是沉

痛的反思$ 水塘边没有任何警示

标志$ 报道说!据公安部门勘查!

!

个孩子落水的现场有相互救援

的痕迹$ 这表明!在悲剧发生的

那一刻!孩子们还是做出了应急

反应$ 可惜!他们没有成功$

类似的惨剧竟然接二连三

地发生$

"#

日!%广州日报&报道

了这样的悲剧'%

$$

岁女孩菜地

遇色魔!被砸昏后丢弃草丛&$ 这

就不能不拷问安全教育的问题

了$ 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家庭教

育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在安

全教育这个环节上是缺失的!我

们的学校围绕应试教育 ! 抓成

绩 !促考试 !却没有好好地教育

孩子 ' 在身处险境时该如何自

救) 最近几天!早已远离电视的

我!却在追看一部由内蒙古电视

台播放的
"%

集电视连续剧%生死

十七天&! 尽管该剧的剧情设置

漏洞不少 ! 很多地方戏做得太

假 !但是 !它提出的问题却一直

吸引我坚持看完$ 房地产老板的

儿子冬冬*

$"

岁#遭绑架!生死不

明!而最早参与绑架的竟然是孩

子的亲舅舅及其女友 $ 歹徒穷

凶极恶 ! 当然最终的结局是大

团圆 !孩子被成功解救了 !破裂

的家庭和好如初 $ 主角程总本

来是打算离婚了 ! 可是孩子不

能接受 !为了父母不再吵架 !便

自导自演了一起绑架案 ! 结果

弄假成真 !刘权 (马丽和冬冬的

舅舅各怀鬼胎 ! 真的找来了歹

徒$ 当然!更好看的情节还有拆

迁风波 (危楼事件 (副总想趁机

整垮老板取而代之 ! 更有老板

的小三孙晓菲经常闹事 ! 这么

多事集中在
$#

天内展开 ! 但主

线还是孩子被绑架$

亲情竟也不再可靠$费孝通笔

下的乡土社会已渐渐远去!熟人社

会也已经变样!血缘(亲缘(地缘上

的安全纽带已被切断!很多事情已

经变味!信任遭遇空前危机$ 陌生

人和熟人的界限已经模糊!这个时

候!安全教育尤为迫切$

漫画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