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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月福

近日贵阳云岩区数百村民扎堆来

到婚姻登记处!就为办理离婚手续"在

这里!排不上队的大吵大闹!内心不想

离的忧心忡忡! 拿到离婚证的内心亢

奋"排队的人中!下有刚结婚两三个月

的青年夫妇! 上有坐在轮椅上的八九

十岁老人" #贵州都市报$消息说!这些

扎堆急切离婚的村民是为了通过离

婚!一户变多户!增加农房确权面积%

笔者认为!导致众多农民&假离婚'

的冲动!是失误的确权政策造成的%

据报道! 在云岩区房屋确权登记

中!一户能确权的房屋面积为
!"#

平方

米!离婚后一户变成两户!能确权的房

屋面积就达到了
"$#

平方米%这种办法

为普遍超标的云岩区农房找到了一种

合法化途径! 所以现场许多拿到离婚

证的村民没有丝毫悲伤! 反而是兴高

采烈地一起回家% 既然是广泛进行了

确权政策宣传! 制定了严格的确权标

准!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为何对&离婚'

这一导致户籍变动的因素没有考虑与

预案呢( 这是其政策失误之一%

失误之二是!前后确权政策执行

办理分为)松'&严'两期% 据介绍!云

岩区
%#

月
%

日至
%!

月
&%

日集中对农

房进行确权 ! 这期间的确权实行简

化手续% 集中办理期后!还要把农房

确权工作常态化 ! 只是确权手续比

简化手续期间更为严格% 所谓&令行

禁止 '!前后一致才能长久执行 % 如

果法规都 &一松一紧 '!农民怎能不

趋利避害想尽办法尽早确权呢(

确权政策中权利义务的不对等!

实质上造成了确权更像&发福利'!开了

个口子为超限房屋发&准生证'% 先不论

报道里上千平方米的房屋是怎样建起

来并延续至今的!单说确权认定明白无

误地为其提供了合法化的途径% 即便是

房屋因超限太多!无法通过&假离婚'等

方式确权! 还是能暂按无证房保留!直

到&条件'符合后办证% 这只讲求权利!

而未涉及义务的普惠式确权政策!很有

点画蛇添足的感觉% 怪不得相关负责人

说!确权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村民们的合

法权益% 政策制定出发点的偏差!侧面

刺激了农民&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

化!这是确权政策失误之三%

这种&假离婚'的闹剧让人哭笑不

得!但绝不是首度出现% &假结婚'*&假

离婚'早已在城市中大行其道%早先出

国热时为了拿到国外&绿卡'!近些年

某些城市为了一套房* 一个户口薄也

屡屡上演%倒是一直被视为传统*朴素

的西南农村!出现争相拿&假离婚'说

事儿的确权举动! 连坐轮椅的九旬老

翁也不甘人后!确实让人感到意外%到

底是怎样的利益冲突让农民们冒 &妻

离子散'的风险呢(

循着 &存在即是合理 '的逻辑 !

就能发现这一现象与城乡房屋拆迁

中各种 &取巧 '骗补类似 !共同点是

追求利益最大化 % 就贵阳云岩区城

中村来说 ! 贵阳城区进一步的扩张

给这些确权后的农房提供获得拆迁

补偿的可能 % 这普惠式的 &农房确

权'就成了农民争取的机会% 在政策

有意无意的缺陷下 ! 八九十岁老人

都争着去离婚!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但即便是这样的&为民所思*为民

所想'!也无法掩盖贵阳云岩区农房确

权政策上的硬伤% !中国青年报"

导致众多农民!假离婚"的冲动#是失误的确权政策造成的$ 在政策有意无意的缺陷下#八九十岁

老人都争着去离婚#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当九十岁老人坐着轮椅去离婚

最近几天!一则关于&中国海监

零报考'的新闻!出口转内销!在中日

两国都引起关注%许多不明就里者在

网上发起了牢骚% 起因是!

!#%&

国家

公务员考试的报名结束后! 统计发

现!中国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和南海

分局有
'

个岗位无人报考! 其中包括

东海分局
(

个执法船船员岗位和南海

分局
%

个执法船轮机员岗位%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紧张时刻!对

此!有日本媒体解读为+钓鱼岛形势存

在激化可能!中国人害怕危险不敢上前

线% 并据此认为! 中国人的爱国心都

是假的!颇有些幸灾乐祸!洋洋得意%

其实!稍作深究就能发现!所谓

&中国海监零报考'的消息!轻了说是

&标题党'!重了说是&假新闻',,,事

实是+中国海监并非无人报名!只是

若干门槛过高的岗位无人能够通过

报名审核% 因此!根本得不出中国年

轻人不敢上前线的结论%

再说!国家公务员考试岗位繁多!

不管考生报考什么岗位! 都是其根据

自身专业* 能力* 特点作出的自由选

择!既不能罩上&爱国'的光环!也不能

给扣上&怕死'的帽子% 报考任何岗位

与否!都不至于和爱国直接挂钩!更做

不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读%

爱国是一种蕴含于内心的深厚

情感!它没有程式化的标准!不能简

单作出判断! 更不能随意贴上标签%

但不可否认的是!年轻人主动到最危

险的地方去! 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

去!到最前线去!是其爱国情怀最直

接最集中最纯粹的表现% 相信!有志

于国家海监执法事业的年轻人很多!

那么!国家的相关机构和部门!也应

该给他们提供相应和必要的机会%

本次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中!海

监若干岗位符合条件的报考者为零!

本身说明岗位条件设置的不合理!门

槛过高,,,白给外媒一个造谣歪曲

的话题% 建议相关机构根据现实情

况!不拘一格!放宽报考条件!严格岗

位培养!给予合理待遇!让有志于海

监执法的年轻人能够有机会实现梦

想!挥洒热情%

!据中青网"

南国时评

热点热评

任何#零报考$都与爱国无关

&白云机场新增一个安检项目!摸

裤裆% 已得到安检人员确认% '

%#

月
&#

日下午! 网友
)

西门不暗发出的这条

微博迅速引起关注和热论% 白云机场

安检部门回应称+ 白云机场并没有新

增安检项目!发现可疑情况时!对旅客

胸部*裆部等重点位置进行检查!长期

一直都在执行% -

%%

月
%

日.广州日报$/

很吃惊!这样的摸裤裆安检竟然

已经很久0 白云机场安检部门称!其

实一般是用探测器查! 不确定时!安

检员会用手检查! 不过不是用力去

摸% 为保护旅客隐私!会将旅客带到

检查室进一步检查!由两名和旅客同

性的安检员一起进入检查室%

尽管这样解释! 还是令人难放

心% 安检人员的力度大小如何鉴别(

与旅客同性的就不存在骚扰与侵权(

谁能保证安检员没有同性恋倾向(

飞机安检很重要! 但在安检的同

时应该尽量保护旅客隐私权不受侵

害% 事实上!一些人利用职业便利侵犯

人权的事例确实很多! 飞机安检人员

同样有侵犯隐私的嫌疑!应尽力规避%

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权是不容侵

犯的!机场方也要考虑旅客的心理感

受! 在依法安检打击犯罪行为的同

时!也要积极改进安检方式%

办法总比困难多!既然有探测器

的帮助! 何不进一步研制优化出检查

利器!靠科技帮助检测% 退一步讲!需

要人工检测!也要力避用手直摸%如果

安检能做到检而不摸!方为上上策%

机场安检被指搜身侵权几乎是

世界共性问题! 在美国就遇到许多

起% 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不

得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宪法第三十

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

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

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

身体%当然也禁止工作人员披着合法

的外衣!有意侵犯公民的私处% 如何

确保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机场

方的安检应该拿出更好的方案来 %

!据光明时评"

机场安检%摸裤裆&能否检而不摸!

网友拍案

就日本杂志披露谎称被东京大

学录取一事!旅华日籍学者加藤嘉一

同日!即
%#

月
&%

日在日本官方网站发

表 1道歉报告文'! 承认自己伪造简

历% -见.京华时报$/

加藤嘉一几乎第一时间作出回

应! 分别在日本官方网站和中国人爱

上的主流网站微博致歉! 不可谓不及

时!态度不可谓不诚恳% 加藤嘉一在专

门向中国朋友发出的微博道歉中!对

造成的误解与困惑深表歉意! 忏悔了

自己的幼稚与不成熟*傲慢与无知!表

示将努力改进!做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加藤犯了错! 就要为自己的错误

付出代价% 也不能因为加藤在学历上

说了谎!就全盘否定这个人% 起码!这

种迅速承认错误的精神! 就很值得学

习% 中国很多无赖式造假被揭发后是

什么情形呢(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混淆

视听的手法无奇不有! 几乎见不到像

加藤嘉一式的及时认错与道歉2

中国很多地方打假的坎坷经历和

无厘头式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造

假者的坚挺和厚脸皮3 造假者被揭发

后!死不认账沉默以对者有之!反咬一

口者有之!利用各种势力打击报复者有

之% 如此演化使造假可耻*诚实光荣的

基本是非观发生颠倒%加藤嘉一的真诚

道歉!启示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真

诚道歉和忏悔!可为实现造假者和社会

的双重救赎开个好头% !据中青报"

无赖式造假需要%加藤式&救赎
网友拍案

从西安坐火车到深圳! 行程
!%*"

公里!车票只要
!

元( 网友晒出一张火

车票!惹众网友惊叹&好福利'% 据悉
!

元&火车票'实为&乘车证签证'!为铁

路内部职工乘火车专用票! 票面的确

为
!

元% -

%%

月
%

日.羊城晚报$/

行程
!%*"

公里的硬卧票!普通人

需花
"!&

元!而铁路员工只花
!

元!价格

悬殊
!##

多倍! 这确实是一份 &好福

利'% 只不过!铁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

施!属国有财产!将公共财产当作福利

赠送&内部员工'!是拿国家的钱谋私

利!如此行为需遏制2 现实中!像&铁老

大'这样的垄断企业实在不少% 其秘密

显然不止
!

元&好福利'% 要遏制和杜绝

&好福利'现象!一方面需加强审计监

督!让相关企业的预算*开支在&阳光'

下运行4 一方面要加强查处* 追责力

度!对以1好福利'以公谋私的行为!必

须严惩不怠!如此才能维护公众利益!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据四川在线"

漫画漫说
!

元%福利&说破多少秘密

画中有话

%#

月
&%

日! 云南昭通政法委以公

开致歉信!回应1

+,

送锦旗图'事件%

改进工作作风能否就此杜绝类似

1

+,

送锦旗图'事件!很让人存疑%因为

这不是工作作风出了问题! 而是为政

理念出了岔%

+,

送锦旗图给谁看呢(向

领导要表扬( 还是问民众讨喝彩(

锦旗
+,

出的不是政绩! 而是巨

大的负能量%以为1悬浮'一下不算什

么事的想法!在凭一个微笑就能查出

1表叔'的今天!无异于自欺欺人!更何

况!这背后极可能是1悬浮政绩观'在

作祟% 转型时期的社会尤其需要正能

量% 1最美司机'*1最美乡村教师'等!

那些温暖社会的平凡善举! 凝聚成巨

大正能量!激励社会积极向上%但一个

社会! 巨大正能量应该来自驱动它运

转的庞大机构,,,各级政府! 尤其是

与百姓关切最密的基层政府的执政思

维*执政方式*运转机制% 从根本上杜

绝1

+,

送锦旗图'这类事件!必须杜绝

1悬浮政绩观'% !据人民日报"

悬浮照背后的%政绩观&

漫画漫话

*%

岁的建筑工人尹广安工作期

间突发脑溢血被送医院
-

经过
&#

个小

时抢救后
-

家人决定撤下呼吸机%抢救

期间
-

劳务公司来人
-

让医生用呼吸机

维持生命
-

说一定要坚持
"$

小时% 咨询

律师后才知道
-"$

小时后死亡就不算

工伤%

.%#

月
&%

日.羊城晚报$

/

%

这是一幕荒诞图景
0

病人命悬一

线
-

劳务公司忙不迭地要求医生用呼

吸机维持
-

目的不在于抢救生命
-

而是

在算计工伤赔偿%这更是一起人伦悲

剧
0

心脏还在跳动
-

生命尚未逝去
-

儿

子却残忍地撤下呼吸机
-

将父亲送往

鬼门关% 我相信
-

这将是做儿女一辈

子的愧疚
-

永远无法救赎%

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第
%*

条规

定了1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
-

其中第

一种情形为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
-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

小时之内

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据介绍
-

若认定

为工伤
-

可得到
"#

万元至
*#

万元赔偿
-

若不能认定为工伤
-

只有
&

万元至
"

万

元
-

两者有天壤之别% 可见!不要指责

家属在1保命'与1保工伤'之间选择后

者
-

不人道的工伤制度更应受到谴责%

这个病态的制度该改一改了2

!据法制日报"

'(

小时工伤线为何难改
!"

小时 '一

定要坚持(

!

"

#

$

西安 深圳
#

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