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 扬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有关人士日前接受中国政府
网专访，就《社会保险法》进
行现场解读并回答网民提
问。胡晓义表示，《社会保险
法》的立法原则包括“不能重
蹈一些国家由于福利过度导
致养懒汉这样一种覆辙”，这
句话立即引起了网民的争
议。(11月25日《现代快报》)

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也
许确实存在“福利过度”问
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时常
捉襟见肘，并让极少数人躺
在社会福利上睡大觉、做懒
汉。社会福利需求具有某种

“刚性”，增加容易削减难。近
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经济萎靡
不振，财政收入减少，政府意
欲削减社会福利，却遭到了
民众的强烈反对，罢工潮此
起彼伏。

但这显然只是“别人的风
景”，反观我们，现在的问题不
是什么“福利过度”，而是公民

福利水平低下、福利欠账太多、

福利保障四处漏风，在这方面，

有各种各样的调查统计数据可
作佐证。西方一些国家实行“从
摇篮到坟墓”的公共福利政策，

而我们呢？很多人上不起学、看
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
房……面对如此国情，你却说
要防止“福利过度”，这无异于
苦口婆心地劝告一个瘦骨嶙峋
的人要注意节食、防止“三高”，

也无异于义正词严地警告一个
四处流浪的乞丐不要贪污腐
败、欺压百姓，让人产生强烈的

“错位感”，甚为搞笑。这个“福

利过度论”对于中国实在太超
前，对于中国民众实在太奢侈。

基于国情现状，时下的
问题不是公民福利支出让政
府财政不堪重负，而是财政
收入连年“飘红”，已经位居
世界第二，但在公民福利支
出方面还显得不太够。政府
财政收入如何分配使用是一
个宏大命题，但有一点是很
明确的，财政收入“取之于
民”应当“用之于民”，而不能
过多用之于“三公消费”、“形
象工程”以及拆了建、建了
拆，更不能被揣进部门和个

人腰包。我们要从“国强”向
“民富”转变，怎样追求“民
富”？无非一方面改革初次分
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
入分配比重，让民众手里更
有钱；另一方面改革二次分
配，提高民众的福利待遇，强
化政府公共服务，让民众少
一些后顾之忧——— 道理上如
此，但做起来何其难哉！

“救助”是一种最低层次
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如果连
这政府尚且难以做得完满，

所谓“不要重蹈福利过度的
覆辙”从何谈起？总不至于

说，否决社会救助法草案也

是为了防止“养懒汉”吧？

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和
角色定位显而易见，既是公
共福利政策的建言者，也是
公民福利的代言者，更是公
共福利政策的落实者和监管
者，应该对公民福利贫弱现
状有着更多、更深刻的体认，

并更多地为提高公民福利待
遇鼓与呼，而不应该担忧公
民享受的福利政策太多、太
优厚。“福利过度论”出自社
会保障人士之口，同样会让
人产生强烈的“错位感”。

“福利过度论”实在太超前了
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面对如此国情，你却说要防止“福利过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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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走进国井扳倒井———

探寻中国芝麻香白酒的千年基因

源远流长的

酿酒文化

仪狄受帝女之令“始作
酒醪，以变三味”，仪狄是公

认的中国酿酒祖师。史载，仪
狄是防风氏家族的成员，在

大禹治水时期，防风氏的部
落在仪狄的带领下，在济水

北建鄋( Sōu )瞒国，都狄邑
(扳倒井故址)，并将酿酒技

术发扬光大。

2009年，国井扳倒井所

在地高青陈庄西周文化遗址

列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证明这里是齐国的第一
个首都“营丘”所在地。遗址

出土的大量尊、彝、盉、觥等
酒器，证明这里是山东最早

的酿酒中心。在齐桓公时期，

曾辟为苑囿，称千乘苑，桓公

经常在这里用美酒宴宾。自
古以来这里所酿之酒中，包

含了芝麻香的许多基因，所

以在唐代曾被杜甫所钟爱，

达到“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

茫”的境界；更为宋太祖赵匡

胤所推崇，册封为“国井”。芝

麻香基因之于国井扳倒井，

是一种风格，更是齐鲁文明

的一部分。

得天独厚的

酿酒环境

对于白酒风格品味的形

成，中国酿酒界普遍认同“环

境决定论”。众所周知，土壤、

水质、原料乃至空气，以及特
殊的人文环境都是生产好酒

的必要条件。芝麻香型白酒

的产生，与源远流长的齐鲁

文明，以及黄河下游地区四

季分明的气候、充沛的水资
源、富含微量元素且适宜特
殊发酵菌生存的偏碱土壤等

自然环境有直接关系。

正宗芝麻香白酒出产的

核心地带，当数国井扳倒井

所在地高青。天高水清，千乘
之洲，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这

里地处古之四渚(江河淮济)

之一的济水三角洲腹地，自
古湖泊密布，湿地连片，沟渠

纵横，林草植被茂密，各种珍

禽异兽生息繁衍，有天然酒

窖之称，适宜芝麻香益生菌

繁育。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

说：“王车驾千乘”。谢灵运在

《山居赋》中说：“虽千乘之珍

苑，孰嘉遁之所游。”用“珍苑”

来比喻千乘为苑囿中的珍品。

在当代，这里地处世界水稻黄

金纬度线，北依黄河，东临大芦

湖，周边湿地遍布，地下温泉涌

动，具有特殊保健功能的微量

元素锶比其它地域多出数十

倍，非常有利于芝麻香菌类

的繁育。此可谓大自然恩赐

芝麻香于国井扳倒井。

千年传承的

酿酒技艺

从齐鲁文明的源头走

来，芝麻香能够永葆青春活

力，与数代国井扳倒井人艰

苦努力密不可分。在宋代，担

当着国井的威名，扳倒井历

代作坊的工匠们都以提升酒
质作为毕生追求。他们在总结

继承传统酿酒技术的基础之

上，开始采用当地生产的优质

高粱、大米等作为酿酒原料，通

过“麦曲”发酵，酿造的国井扳

倒井酒“酒质美，清而不浊、雅
而不薄，芝麻香味浓郁”。持之

以恒的创新，连续不断的扬弃，

在神奇的井窖中，芝麻香益生

菌种群逐步主导了微生物群
落。地方史籍记载：“扳倒井
酒，数代之后，芝麻香味渐

浓。”说的就是这一现象。

清初，扳倒井边有玉堂号

等酒坊七家，其共同的特点就
是汲取扳倒井井水，用圆井形
窖池酿国井扳倒井酒，生产规

模和社会影响在山东首屈一

指。其间，他们在原料中加入当

地所产大米，扳倒井酒的品味

大为改善，酒质大为提升，开始

畅销京城和两广，并随驼队远

销大漠。为增大产量，改进了原

有的荷叶包料制曲法，改为能

够批量制曲的“五步”土房醅曲
法。人们在酿酒时发现，接触窖

泥的糟醅产酒格外香浓，特用

竹篮子盛老窖泥放置糟子中

间，也就是“井芯”，酒中芝麻香

的成分大增。至此，扳倒井酒利

用传统井窖酿造技艺生产芝麻

香的方式基本定型。

乾隆 22年(公元 1758

年)，高苑知县张耀璧集扳倒
井酒坊五年税收，大修高苑

四门。在各门城楼悬挂匾额，

东门为“出震灵台”，西门为

“翟城掩映”，南门为“观文成
化”，北门为“醴香帝京”。北
门的匾额，一为宣扬扳倒井
酒坊对城防的贡献，二也道
出了扳倒井酒在当时社会上

的巨大影响。

芝麻香，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名字。她从海岱之间
这片肥沃的土壤生发，接受数千年齐鲁文明的熏陶，

融汇成为中国白酒的又一高端--芝麻香白酒。让我
们走进齐鲁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到国井扳倒井探寻千
年传承的芝麻香白酒基因。

>>头条评论

□赵健雄

近年来，各级政府机关与事业

单位招聘需要通过公示和考试已渐

成制度，尽管实际操作中仍不乏猫

腻，譬如在面试这一环打通关节。但

有制度总比没制度强，而制度的执

行力度往往与透明度相关，有了更

大的透明度，才能抑制潜规则起作

用。被称为“史上最强政府工作人员

招考”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

的，此前一个单位要招谁，私下在暗

箱中就能搞定，根本用不着花这种

面子上的功夫。

有人最近在天涯论坛公布了福

建宁德屏南人事人才网上的一则招

聘通知，全文如下：县财政局下属收

费票据管理所招聘1人，条件为：普

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获

得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大

学英语四级，屏南户籍，女，年龄25

周岁以下。因为针对性实在太强，发

帖者戏称：“恐怕只有ⅹⅹ领导的女

儿才符合报考条件。”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上述框架里来

观察，设计这种招考条件本身已透出

某种历史的进步。相关部门操作手法

看起来很拙劣。聪明点，装模作样地弄

得条件更宽泛些，然后再在其后的过

程中达成最初的目的，其实一点也不

困难，因为类似的过程现在并不透明。

但可能当事者太需要向“某人”表达自

己的意愿与忠心了，因此才毫无顾忌

地写出这样的“通知”。当然他们或许

没有被“围观”的经验，认为那不过就

是做做样子，像不像样子根本无所谓，

权力的傲慢是出于本能的。

没想到会在网上遭到阻击，开

始有关人员还不以为意，用一些似

是而非的理由来搪塞。然而事情弄

大了，宁德市人事局出来发布消息，

称取消招聘计划，取消已聘人员的

聘用资格。也算是一种积极的回应

吧？但人已聘了，为什么不把已经获

得聘用资格的那个据说叫“陈晨”的

身份与情况公布出来？如果想以正

视听，没有更好的办法，真的想反

腐，也只有此法。

但据东南网报道，25日中午，屏

南财政局长游代进与人事局长张功

成在面对媒体时，都拒绝透露所招

聘人员的相关信息，宁愿由自己来

承担责任。游代进此后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由于工作上的这个失

误，他将引咎辞职。如此一来，人们

不免更狐疑了：都说流言止于公开，

而被“围观”困扰的两位局长，却宁

愿为流言缠绕，也不敢公开，这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都知道如今

的潜规则，只要不断了上面的线，即

使下台仍可以换个地方或职务当

官。那么，游或张这样做，无疑是聪

明的，因为网上围观很快会过去，而

来日方长。事实上，网络监督确有很

大局限，即只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暗

箱”才可能引起关注，对更多真正隐

秘的操作，根本无能为力。

问题仍在于制度建设，譬如硬

性规定通过招聘任用的人员必须公

开其姓名与基本信息(包括在网上)，

以备围观者“人肉”。如果有这样的

规章，我们就可以较少担心官员舞

弊。事实上许多空当是故意留着的，

就像屏南这则招聘通知，对象完全

是预知的，当事人预先留下空当本

来就准备由圈内的自己或别人来利

用。那么，逼出这个“已聘人员”的真

实身份实在很重要，因为他或她一

旦现形，身后的那条线就不可能不

露馅。那个人才应当也必须为此承

担责任，因为倘非如此，在另外一些

场合，隐形的他仍会用诸如此类的

方法来危害公权与侵犯私权。

此人是谁？我们拭目以待。

别用局长辞职掩盖“特招”内幕

■本版投稿信箱：

zhangjinling@qlwb.com.cn

美国印钞给美国民众，用
以购买中国商品，而中国用商
品换回了更多的纸币——— 这
是畸形出口战略的必然结果。

——— 著名时评人时寒冰
撰文解释“美联储印钞，中国
物价为何上涨”。

欧洲债务危机现在还只
是拉开一个序幕。

———《货币战争》作者、环
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接
受采访时表示。

任何一个对国民负责任
的经济体不会轻易提高通胀
容忍度，否则就是自绝于选
票。

——— 有媒体称，明年通胀
目标可能提高1%至4%，财经
评论员叶檀对此发表观点。

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必

须从“人”入手，更加重视人的

尊严、社会公正、和谐均衡的

发展理念。

———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
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

中国孩子“想象力倒数第

一”是天大谎言。

——— 对中国孩子想象力
排名倒数第一的说法，一些网
友认为想象力不能测定。

>>声音

■“世风眉批”投稿邮箱:

shayuansen@qlwb.com.cn

暖气费“打折”

我与小区物业工程部主
管的关系很好。今天去交暖气
费，正好碰到工程部主管。他
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钱就
别交到物业了，把一半的钱给
我，我帮你把暖气打开，如果
别人问起，你就说没有供暖，

反正没有人去查！我已经开了
几家了……”最终我没有享受
这种不踏实的待遇。一个小小
的主管就这么腐败，如果官当
得再大些，还不更无法无天
了！ (樊高峰)

补习强迫症

一天，上小学的儿子放学
回家后告诉我，老师周末要办
补习班。考虑到儿子的学习成
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我告
诉他不要去了。儿子竟轻声抽
泣起来。他说，他们班一个同
学因为当场拒绝了老师的“好
意”，遭到了老师的批评和同
学的耻笑。很明显，儿子为免
遭老师冷眼而想报名参加补
习班。本来办补习班是为帮助
那些学习成绩差一点儿的学
生赶上去，现在，部分老师为
了金钱利益广撒网，孩子们为
了面子去参加补习班，这算是
一种悲哀吧。 (郅硕)

>>世风眉批

逼出这个“已聘人员”的真实身份实在很重要，倘非如此，在另外一些场合，隐
形的他仍会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来危害公权与侵犯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