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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拜“河神”，还不如拜

拜“钟馗”。

——— 农民工在河神将军
像前杀鸡摆供烧黄纸，想让河
神显灵，帮他们讨薪。媒体评
论认为，还不如拜拜钟馗，让

“小鬼”们行动起来，讨薪可能
更管用。

道学家看见“偷”，游戏者
看见“玩”。

——— 媒体评论认为，“偷
菜”游戏是QQ好友之间的空间
访问，这种访问表达的是对对
方的关切，能联络友谊。道学家
忧心道德沦丧，真是自作多情。

当前汇率之争，不是一场

全球“货币战争”。

——— 有学者认为，对各国
而言，当前汇率争议的目标诉
求是相当清晰的，不是要通过
汇率争议把问题搞糟，而是通
过汇率之争改善其贸易条件。

说神农架野人“确实存

在”确实是忽悠。

——— 知名时事评论人士
盛大林撰文称，科学家更应该
抱以科学的态度，有一分证
据，说一分话，谨防野人成为

“周老虎”的翻版。

有前科的公民也是公民。

——— 有媒体建议，警方应
当立即将所谓“前科记录”从公
民身份证的芯片中抹除。因为
身份证是公民身份证，不是良
民证，有前科的人也是公民。

稳定房价，有决心就一定
能办到。

———《人民日报》刊文称，

稳定房价关键在于能不能将眼
光放远到国家的整体发展、民
众的生计之忧、自己的任期之
外，敢不敢直面挑战、攻坚克
难。

高速公路收费不该“万寿
无疆”。

——— 根据法律规定，政府
投资修建的还贷公路，收费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20年，而经营
性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
过30年。媒体评论认为，收费
公路管理部门应在收费站显
要位置公示收费最终期限。

四川不再玩GDP游戏了。

——— 四川率先明确表态，

放弃了GDP增长指标考核，

转而通过12项发展指标的考
核，确定各市(州)年度工作的
好坏，得到媒体好评。

生活有目标，长寿几率
高。

——— 钟南山说：“我都74岁
了，没有当自己老，照样干活。”

“千年一遇寒冬”科学上

不可信。

——— 针对近日外国学者
预测欧洲今年冬季可能出现

“千年一遇寒冬”的消息，中国
气象局表态，人类目前还不具
备预测“千年一遇”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的能力，该论断科学
依据很不充分。

市场经济与权贵水火不

容，怎会有“权贵市场经济”？

——— 自由撰稿人杨震发
文，认为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

市场经济因此也可以叫作“非
特权经济”，跟权贵完全水火不
容，“特权经济”现象的出现，只
是改革不彻底的后果。

成功不可以复制。

——— 奇虎360董事长周鸿
祎说，所有的成功都有天时地
利人和，是在适当的时间做了
适当的事情，不要相信一些人
兜售的“成功学”，这些只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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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雅华

近日，宜黄县政府一位
官员投书财新网，对发生在
宜黄的强拆自焚事件，进行
辩解和注释。他在文中公然
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
政策的受益者，没有强拆就
没有我国的城市化。”他认
为，“强拆与失地农民之间永
远存在矛盾，补偿费很难满
足某些人的胃口，但强拆是
地方发展经济的必然手段。”

这是一篇很宝贵的文
章，这是一张难得的宜黄血
腥拆迁的赤条条的、一丝不

挂的透视照。这篇文章回答
了我们关于宜黄强拆事件中
的许多疑问，比如：为什么会
有如此极端的三个被拆迁人
集体自焚的事件发生在宜
黄？如此惨不忍睹、野蛮血腥
的强拆自焚事件，发生在什
么样的舆论环境和执法环
境？

宜黄县政府的那位官员
说，强拆与失地农民之间永远
存在矛盾，补偿费很难满足某
些人的胃口，但强拆是地方发
展经济的必然手段。说这样的
话供认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为
什么我们到处都会见到宜黄
式的野蛮强拆？那是因为一些
地方政府，总是想要给人家一
把牛毛，便要牵走人家一头

牛。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这
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什么会
不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严
厉禁止，总是要介入不该介入
的商业拆迁。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商业拆迁会对许多地
方政府的官员，有如此之强的
诱惑力？

读了此文，让我们惊骇
不已的是，宜黄县政府竟然
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官员的。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化居然是
建立在失地农民的烧焦的尸
体之上，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
城市化！许多人到了美国，对
美国的第一印象是，整个美
国就是一个大农村。这样的
印象不仅是美国。

那位官员在信中说：“特

别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的
推波助澜，使整个报道失去
了公正和客观性，读者只能
听到一方声音，政府公信力
也丧失了。”读到这样的文字
让人怒火中烧！如果我们的
媒体对宜黄县强拆自焚事件
保持沉默，我真不知道接下
来会发生什么。风凰卫视评
论员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

中说：如果一个民族对民众
的自焚都无动于衷，那么，这
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我想，当一个公民竟然
选择如此痛苦而残忍的方式
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当一
个公民悲愤绝望无助到自焚
的时候，如果他读到宜黄县
政府这位官员的这篇文章，

他绝不会再选择自杀了。他
手中的汽油不会再泼向自
己。如果被拆迁人发觉用结
束自己的生命来发出最后的
吼声，残杀自己都不能阻止
野蛮拆迁，那么，接下来会发
生什么？

在这里，让我们向充满
正义感的媒体致敬，正是他
们的报道让我们感到苍天有
眼，让我们感到社会公平和
正义的强大，感到我们的天
空有灿烂的阳光，让我们对
我们的国家充满希冀和信
赖。让我们好好地审读这张
来自宜黄的、带着血腥味和
焦尸味的野蛮强拆透视照，

这是一个难得的病理活体解
剖切片。

单位小区特色
在我们这个小城，有很

多单位自己筹资建居民小
区，大都环境优美，位置较
佳，且在水电暖等某些方面
对居民有优惠，自然房价也
较市场便宜。

一进入这些小区，立即就
会感到其中的尊卑贫富差距。

一般小区前面几排起脊的二
层楼房为领导所有，楼前有面
积不小的院子，配有威武的门
楼，高大的院墙——— 很漂亮的
别墅，门前停着名车。后面几
幢单元楼是职工居住的，楼下
停着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

偶尔有辆车，也比不上前面停
的车那么豪华气派。

这在分房时就决定了。先
是局级领导捷足先登，按职务
高低尽情挑选二层别墅，后面
的单元楼再由股级干部占据
最佳楼层，其余的职工按年
龄、工龄、职称、荣誉等打分后
按分数高低分配。

怪不得，现在人人都想
弄个官当当。 (冯兴新)

人情来往
最近身边结婚、生子、孩

子升学的人不少，本来就不
多的工资让自己的生活更拮
据，生存都受到威胁。所以我
就想，怎样才能让钱来得快
一些，并且还具有合法性。我
想了又想，最终想出了一个
很好的法子———“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说白了，

就是以其人之钱，还我之钱。

那么，这就需要我早结婚，早
生子，孩子早升学，可这样的
人情来往累不累？(初宝瑞)

“守法”的合同
我的一个做销售的朋

友，国庆期间为签订劳动合
同的事犯愁。她说，单位明天
就要求签年度用工合同，但
合同规定很让人郁闷：除了
怀孕、父母确有疾病需要照
顾外，不得辞职；辞职必须提
前三个月通知。有合同但是
没三险，还要写一份声明，大
意是本人同意单位不缴纳三
险，而以现金的方式予以补
偿。但这个现金补偿比正常
个人缴纳数额低不少，她工
作四五年了，所有的收入加
起来，也不过1500元左右。

这让她实在无奈又揪
心。这种既想“守法”又想同
时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义
务最小化的例子，又何止朋
友单位这一家呢？ (田慧)

有关肖传国一案，科技
部和卫生部12日各有表态：

科技部发言人在其官方网站
上回应，称对肖传国等人应
予强烈谴责，并澄清其承担
的973计划项目在2008年已
经结题，不再是该项目首席
科学家。而卫生部专家表示，

作为业务部门，他们关注着
相关事件的进展。本周五前
卫生部可能会就此事出面表

态。(据10月13日《京华时报》

法律的争议应归法律，

学术的争议应归学术，这是
亘古不变的真理。用法律的
手段解决学术的问题，其结
果只能是越来越乱。方舟子
和肖传国之间十余年的学术
之争，学术界以及相关权威
机构一直沉默，以至于二者
对簿公堂。

如果方肖之间的学术

之争，两大部门及早介入
并表态，学术之争又怎么
会发展成为个人恩怨之
争，又怎么最后发展为拳
头之争？希望卫生部的表
态，不要仅仅停留在买凶
伤人上，只有对肖传国的
肖氏反射弧手术的真伪、

是否被允许、是否需要限
定范围等进行明确表态，

才有意义。

□郭松民

智利对圣何塞铜矿被

困矿工堪称完美的成功救

援，使得全球的媒体把这次

矿难当成了一次盛大的嘉

年华：获救矿工获得了英雄

凯旋般的欢迎，政治人物面

对镜头拭泪，矿工妻子穿上

性感内衣等待丈夫回家，情

人 出 来 要 求 分 享 救 济

金……主角、配角、花絮、大

团圆的结局等，一出喜剧所

要求的要素全部都具备了。

我们经常抨击国内习惯于

把丧事当喜事办，但现在看

来，全世界都好这一口。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智

利的这次救援行动，在组织

上是得力的，技术上是恰当

的，被困矿工也表现出了乐

观精神、专业素养甚至明星

气质，但矿难就是矿难，绝

不应该因为被困矿工全部

获救就变成喜剧。事实上，

这33名矿工之所以能够获

救，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一

种偶然——— 当塌方发生时，

他们刚好在应急避难所吃

午餐。这一巧合奠定了此后

成功救援的全部基础。此

外，拥有这一矿井的圣史蒂

芬第一矿井公司因为这次

轰动世界的矿难而破产，其

他矿工将因此而失业，这也

可以说是一种“次生灾难”。

有报道称，圣史蒂芬第

一矿井公司曾多次忽视安

全方面的警告，并曾因违反

安全规定而受到过罚款，但

奇怪的是，智利政府在隐患

并没有真正消除的情况下，

仍然允许矿井重新开始生

产。根据智利政府公布的数

字，自2000年以来，智利矿

业发生的各类事故每年平

均造成34人死亡，2008年矿

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曾

高达43人。在圣史蒂芬第一

矿井公司所属的矿井里，过

去6年有3人死于矿难，但有

150多人据信在事故中受

伤。显然，这次矿难并非偶

然，只不过是系列矿难中的

一个环节罢了。

透过这次全球直播的

矿难营救所营造的华丽氛

围，我们不难看到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

的两个普遍困境：

一是迅速扩大的贫富

差距。根据世界银行《2005

年全球发展指数》的报告，

智利在全球124个国家中，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严

重，贫富差距悬殊，基尼系

数为5 . 71，列全球第十二

位，在拉美地区仅强于巴

西、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且

近年来贫富差距呈逐年恶

化的趋势。目前智利10%最

为贫穷的人口仅占有1 . 2%

的社会财富，而10%最富有

的人口却占有了47%的社会

财富。正是因为贫困，才使

得许多人愿意冒着生命危

险从事采矿这种“遇难者多

于生还者”的职业；

二是发展中国家的依

附性地位。智利以盛产铜闻

名于世，素称“铜矿之国”。

已探明的铜蕴藏量达2亿吨

以上，居世界第一位，约占

世界总储藏量的1/3。铜的

产量和出口量也均为世界

第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智利民众并没有从智

利的铜矿中获得多少利益。

自1915年炼出第一根铜棒

以来，智利大部分铜矿都掌

握在外国资本手中。1970年

阿连德总统义无反顾地将

铜矿收归国有，但自己却在

随后发生的军事政变中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后来智利

政府用赎买的方式控制了

四大铜矿，但近年来，在引

进外资的口号下，外国资本

又卷土重来，重新获得许多

铜矿的控制权。

矿工获救了，但智利并

不会就此摆脱《拉丁美洲被

切开的血管》一书中所描绘

的“因为富有资源而贫困”

的命运，如何使智利以及和

智利处境类似的发展中国

家获得拯救，摆脱“输血型”

依附性地位，才是更值得我

们关注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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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到处都会见到宜黄式的野蛮强拆？那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总是想要给人家一把牛
毛，便要牵走人家一头牛。

>>头条评论

>>世风眉批

矿工虽已升井，智利仍在困境

>>众论

“方肖之争”

应回到学术轨道
□王 攀

近日，深受儿童喜欢
的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
狼》，被某些医院改编成了
人流广告。对此，有些家长
担心，会对孩子产生误导。

(据10月13日《武汉晚报》)

商家借助“喜羊羊”形
象打广告，固然是想借“名
人”上位，获得眼球效应，最
终赚得知名度和光顾率。能

达到“雷”的良效，自然迎合
了设计者的意图：不管赢得
的是赞誉还是唾骂，打响了
名声就好。“西门庆故里”不
也赚了个盆满钵满吗？想谋
取利益，就该借鉴其“制造
噱头”的思路。

不得不说，托“喜羊
羊”之口传自家美名，不失
创意。如果从商业角度看，

它不亚于一场预谋过的炒
作，具备了“将看点转化为
生产力”的要素，但企业逐
利，不能逾越“保护孩子成
长”的社会道德基点，就如

“喜羊羊”不可跳出那分天
真，去代言人流广告误导
公众一样。毕竟，谁也不想
看到，泛滥在儿童世界里
的是物欲与想象力贫瘠。

喜羊羊人流广告

何喜之有
□佘宗明

近日，成都新都区政
务网上挂出一则招聘公
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8名
城管女子中队队员。招聘
条件明确要求应聘对象
23周岁以下，“五官端正
形象好气质佳”。公告里
还专门提到，一到26岁就
不再续约。(据10月13日《成
都商报》)

新都区城管局人事科
负责人称，女子城管中队
组成的目的是柔性劝导，

展示新都。这种一厢情愿
的美好想法，完全是在设
想柔性劝导成立情况下才
有的。谁会相信，漂亮脸蛋
一亮，所有的问题就会解
决。美女城管一上岗，四两
就能拨千斤，“百炼钢”就

会变成“绕指柔”？

另外，女子城管中队
的人员工资不高，没有编
制而且工作的期限如此之
短，她们能否胜任这项工
作，我不敢恭维，那些小商
小贩是否会在美色面前妥
协呢？我看不会。如此这
般，柔性劝导也只会停滞
在劝导，结果不言自明。

美女上岗，“百炼钢”

就成“绕指柔”？

□谭正正

“世风眉批”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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