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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明

近期!"史上最牛丈母娘#在微

博上一炮而红!该母亲对于女儿相

亲对象的苛刻条件令人咋舌!其条

件的第一部分为机器筛选!包括对

方外貌$ 行业$

!4

型人格等
"5

项

信息的
67/6)

表格% 第二部分则为

人工筛选!丈母娘备有一本详细的

相亲日记!记录了双方见面的每一

个细节!稍有不满意!立即踢出局&

看完这考察范围! 我不得不

说!多数内容是每一个丈母娘都会

关心的内容! 总不可能找个女婿!

什么都不问吧'这也太不符合中国

父母的形象了& 换而言之!每个丈

母娘都会问的问题!有人直接量化

打分了!却被冠之以"最牛(!其实

是有待商榷的& 只能说!这丈母娘

最现实而已! 最牛实在谈不上!关

心女儿的终身幸福!每一个做母亲

的都义不容辞&

在我看来!这)最牛丈母娘(完

全可以理解!且其行为没有任何问

题!之所以引发热议!还在于逼仄

的现实压力!物价上涨$生活成本

上扬等等! 但工资却多年不涨!又

嫁接在工作难找的现实氛围之下!

丈母娘自然日复一日地变得更加

要求严格!只为筛选出条件最好的

对象!让女儿少受点苦&试问!这血

浓于水的亲情有错么'

如果说要有错!也只是被好事

者上传到网上!不然丈母娘私下对

比!无人得知!恐怕不会引发这般

热议!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声讨了'

换而言之!无数人的声讨其实也是

无数的控诉!控诉生活之艰& 可以

说!"最牛丈母娘(不过因为其现实

的举动!触动了公众的伤口!公众

叫啊喊啊!也无可厚非!毕竟痛在

其说&

女儿的幸福等不起!一旦青春

不再!容颜不复!自然就缺少讨价

还价的余地& 丈母娘的纠结!其实

也是拜现实所赐&在一个逼仄的社

会!活在现实!这无可厚非!每个人

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别人无权

评价& 我们只能问!到底是谁将丈

母娘逼成这个样子' 回答这个问

题!远比探讨"最牛丈母娘(本身更

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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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最近

不小心当了回养牛专家!他在微博爆料称!

国内许多高龄奶牛!靠激素才能产奶&养殖

户为治愈奶牛因超标挤奶引发的乳房发

炎! 而让奶牛注射大剂量抗生素++因此

只有少数品牌的鲜奶能喝& 这番话被网上

解读为!中国学者称高龄奶牛靠激素产奶!

立马又引来网友对奶企的口诛笔伐&

高龄奶牛也是老话题了!若干年前就

风传过!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高龄奶牛!

但不相信这是个普遍现象! 高龄奶牛!产

奶量少!哪怕有激素喂着!也不可能改变

生老病死的规律& 另一方面!饲料一样没

少吃!从经济学角度看!未必划算&

当然何兵是个名人!他说的话很多人

会相信!但何兵只是法律专家!不是养牛

专业户! 他在奶牛行业上知识的贫乏!可

能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对养牛问题!他

跟普通人一样!没有太多的发言权!非要

给他冠上一个"专家(的美名!很是牵强&

何况高龄奶牛的事只是何兵从同学那听

来的! 他自己并没有亲眼看到过高龄奶

牛!有道听途说的嫌疑& 作为专家!何兵的

微博拥有不少粉丝!发布这样事关重大的

消息应该慎重些! 假如只是耳闻而已!没

有亲眼目睹!随意发布出去可能会造成误

伤& 事实证明!现在微博上的消息传播速

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很容易引起网友的错

误解读&

高龄奶牛有没有' 有多少' 我不懂也

不敢枉下结论&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奶业

又感冒了!伊利股份开盘就大跌!很多人

再一次表示今后不再喝中国奶了& 躺着也

会中枪!要怪只能怪奶业太脆弱了!经历

了三聚氰胺事件!以及奶品标准等一系列

质量门事件后! 奶业就像个风化了的蛋

壳!一碰就破!而且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

这个时候正是权威声音发声的时候!

不幸的是!我们又一次看到有关方面的沉

默& 前段时间炒得火热的奶业标准问题!

只见专家满天飞! 不见政府部门发声!看

起来! 有关部门明哲保身没有卷入是非!

但这事闹到最后!还不是让人看了政府部

门的笑话&

自媒体时代!想说什么很容易!想不

让人说什么很难!你已经没办法去约束别

人的言行!要求别人对你负责!这是现实&

重要的不是谁说了什么!而是事情本身的

透明度!比如你本身问题多多!丑闻不断!

就不要怪别人胡乱猜测了%又比如!质疑

来了该你吭声的时候你却选择沉默!那别

人只能怀疑你心中有鬼了&

对食品安全问题!得有一点感同身受

的真诚! 得理解网友们想了解真相的迫

切!得明白食品安全事涉及千家万户不容

小视这个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冒出!"你说

吃了致癌! 它得吃几吨$ 吃几年才致癌

啊' (诸如此类自毁清誉的话&而沉默有时

候比那些雷人的话语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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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辉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副会长吴建民表示!中国商人请客

奢华超法国总统国宴! 他表示!要

坚决反对奢华!减少浪费&

确实应倡导勤俭节约的美德!

但在喊口号之外!还要想办法&

现代社会是商品社会!这意味

着商人群体是一个社会的精英阶

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理性$专业

水准$意志力$才华等!方能在激烈

的商战中取得成功!可为什么他们

连奢华这样的门槛都迈不过去呢'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和明代商

业都很发达! 但商人社会地位不

高!随时被权力盘剥!像盐业这样

的资源行业中! 更是不堪入目!谁

肯行贿! 谁就能获取市场垄断地

位!即使是无赖和蠢货!照样能赚

得盆满钵满& 市场本来公平!可总

是老实经营吃亏$ 邪门歪道发达!

那么! 一个社会的风气必被污染!

有进取心的! 千金一掷去投靠权

力!没进取心的!醉生梦死!听天由

命&明末中国已发明出高效率的水

力织布机!类似的发明开启了英国

工业革命! 我们却将它束之高阁&

因为生产再多产品!也不如酒桌上

几句肉麻的吹捧! 再好的发明!也

不如搞定有权者&

当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失去自

尊意识! 在道义上不愿有所坚持

时!那么!错过现代化的机遇!难道

不是历史的必然吗' 别人在飞奔!

我们在推杯换盏! 别人在不断突

破!我们却自甘堕落&更可怕的是!

贪慕奢华极大地腐蚀了社会的道

德基础!黄宗羲曾发出"天崩地解(

的惨痛之呼! 因为在民族危机面

前!不论是读书人!还是精英分子!

皆不愿为天下苍生而担当!大难临

头之时!他们依然不肯振作&

商业的本质是优化配置社会

资源! 商人的本性是吝啬好利!当

一个社会中对利润最敏感的群体

也沉浸在大吃大喝中! 我们应深

思,这究竟是他们的自身修养出问

题了呢!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

让商人们节俭起来不难!无非

是两点,首先!让他们看到发展的

前景!从而把个人花销投入到再生

产中去%第二!靠请客吃饭!他们无

法得到非分的利益& 而做到这两

点!还是要权力真正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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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近日 ! 有网友反映 ! 在铁路

!"-3,

购票网站上连续数日购票!一

直订不到下铺&

!"-3,

客服工作人员

称! 网络订票采用随机分配规则!铁

路系统不可能截留下铺票&打假人士

方舟子将一封署名)购票者(给他的

信贴在了自己的微博上!并称)铁道

部网上购票系统涉嫌造假(&

)下铺票(哪里去了'答案众说纷

纭& 网友很委屈!说买票
8

次!一次

也没买到过下铺!这个小概率)中奖(

事件引来成千上万的跟帖!也有理性

者说!其实你要一次买多张!这样就

能分到下铺& 对此!购票网站觉得很

无辜!说网上订票为随机选择!窗口

订票与网络$电话订票一样!都采用

同一个票库!不存在预留下铺票的情

况& 一个是实证逻辑!一个是理论逻

辑!各说各有理&

其实!与其说公众在质疑下铺票

的去向!不如说是借机质疑网购体制

而已,一者!按照相关部门的说法!由

于目前网络和电话都不能指定上下

铺!只有窗口订票或者代售点订票才

能自主选择席位& 这也意味着!最便

捷的购票方式很可能都买不到)下铺

票(!那么!在电话或网络购票的技术

上增加)选座(功能很难吗'反正都是

随机选择!为什么网购系统不能及时

升级'

二者!今年的
-

月
-3

日!京东商

城推出火车票预订和代购业务!此前

提供火车票代购业务的商业网站还

有去哪儿网$携程网$铁友旅行网等&

但就在京东着手网售火车票的时候!

铁路部门随即发表声明!称
!"-3,

网

站是销售火车票的唯一专业网站!没

有授权或委托任何其他网站开展火

车票发售或代购业务&)清理门户(是

怕下线太多!层层盘剥消费者!这当

然是好事& 但问题是!为什么官网与

商业网站要成为上下线的关系呢'按

理说!商业网站不过就像实体售票处

多开的几个窗口!统一纳入铁路部门

的网售监管体制当中! 网站又能赚

钱$票务又能合理公平分流$乘客还

可以有更多便捷选择!这是多好的一

件事* 事实上!春运期间!

!"-3,

网站

的自我封闭运行受到广泛批评!购票

难$退款难$登陆难++在实名制实

施后!像飞机票一样开放火车票销售

已经完全没有技术障碍!倒是)独家

售卖( 挤破头的现实令公众多有怨

言&如今!)下铺票(有了疑问!当事部

门显然有义务首先自证清白&

身正!影子才会不歪& )下铺票(

悬疑说到底还是公信力的危机!如果

开放与公平是铁路部门的一贯形象!

那么 !买 )下铺票 (何以闹成公共追

问' 也许我们的)下铺票(一直都在!

也许铁路部门确实恪尽职守--- 但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塑公共

信心$弥合双方断裂!需要的不只是

一张票!还得有更多看得见$感受得

到的制度诚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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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张玲.化名/在网上结识了同龄人傅强!其

后恋爱结婚!并育有一女& 婚后不久!两人常为家庭琐

事争吵!女方责怪男方整天沉迷于打游戏!不尽丈夫和

为父之责!遂打起离婚官司& 法庭上!双方对财产皆很

计较!连女儿的玩具都要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经法

院调解!两人达成离婚协议!玩具归带孩子的一方&

作家巴尔扎克说过!)结婚是一门科学(! 因此!步

入婚姻围城的人! 得有小学生的谦逊和耐心! 学习生

活!学做夫妻!学男女相处之道!而且!还得在学习中不

断成长& 若总是像幼儿般任性!永远长不大!此类婚姻

绝难长久&

离婚时玩具也要争!看似维护一己权益!但如此婚

姻!已与孩童的过家家无甚区别& 据说!现代社会许多

人的心智成熟愈来愈晚!往往自己还是孩子!却已有了

孩子& 或许!今后民政部门办结婚登记时!不仅要看户

口年龄!恐怕还需查查心理年龄&

是谁动了我的!下铺票"#

别让子弹乱飞离婚分玩具

请客奢华超法国总统国宴!中国商人为何爱奢华

"最牛丈母娘#触痛了我们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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