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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秋节!国庆节将至"为贯

彻落实省!市!县关于改进作风!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文件和狠刹 #四风$精

神"郸城县教体局党组高度重视"召开

专题会议"提出了#六个严禁$%&五个

不准$的纪律要求对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顶风违纪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并按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

5

月
36

日)周口晚报*+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每

到重大节日敲响廉政警钟" 已成各级

党委的重头戏' 应当说"节日反腐并非

纯粹的#例行公事$"顶风作案收受贿

赂的现象的确有所减少" 但我们也要

看到"眼下更需警惕的还有#隐

性腐败$#变相腐败$'诸如"近年

春节出现的#微信红包$,电子礼

品卡% 礼品册销售火爆就是例

证- 因此"在节前禁令中强调执

行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大有

必要-

不打折" 就是不能降低党纪国法

对自己的要求- 有的人自以为借公务

活动&小吃小拿$%利用公权之利&小卡

小要$" 甚至用公车给自己办点私事"

都是小打小闹"稀松平常"算不上什么

大事- 但往往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

腐败"在群众中产生恶劣影响"同时也

会使干部逐步丧失原则" 最终滑向犯

罪的深渊-

不变通"就是不能在&五条禁令$

等制度执行上偷梁换柱"开辟&灰色通

道$- 虽然古人讲"变则通%通则久"但

把不该变通%不能变通的制度变通了"

则是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

表现- 比如"一张办公用品发票"究竟

是多少纸%多少笔%多少耗材"语焉不

详" 在这发票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

公款吃喝"还是要一追到底"看看其中

的&门道$-

不走样"就是对清廉品质的坚守"

表里如一"始终如一- 有的干部热衷于

搞表面文章" 在台上高谈阔论如何预

防腐败" 走下主席台却暗地里大肆收

受贿赂" 边反腐边贪腐" 最终身败名

裂- 由此可见"清正廉洁不是仅仅喊个

口号"不是仅仅做个样子"而是要坚守

一颗清廉之心"做到台上台下不走样%

圈内圈外不走样%任前任后不走样-

又是一年中秋时" 期盼清风伴明

月- 在反腐紧要关口开展廉政提醒的同

时"更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坚持暗访%曝

光%查处%追责&四管齐下$"发现一起"曝

光一起"查办一起"才能对在全社会形

成有力的震慑"确保&五条禁令$等制度

规范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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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现

代汉语规范词典* 完成新一轮修订"

推出第三版-此次在修订过程中增补

了上百条体现时代特色的新词语 -

&土豪$ 一词被补充了新的义项.#今

也指富有钱财而缺少文化和正确价

值观的人$'

土豪"简称#壕$' 从土豪这个词

诞生之初"它就不具备#有文化$这项

内涵"也不具备#正确价值观$这种外

延"无论怎么看这两个字"也就是呆

头呆脑的暴发户的样子'

54

多年前流

行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

我们的口号是#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土豪不仅摘了帽,翻了身"还变成大

伙争相巴结的香饽饽' 口号的变化"

反映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

所以"哪怕最新版的汉语词典给

它扣上更多的帽子"人家也不怕///

&我就没文化怎么着了0 难道你们就

不和我做朋友了吗0 $对不起"我们不

敢"这是一个&壕$的巅峰时代'

壕
的
巅
峰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滑坡事故!

村民举报隐患为何无人理

!

京论

出了事总归咎天灾"缺乏依法调查和追责"一些官员疏忽

防灾"却不必承担相应代价"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向示范'有

哪些部门和官员漠视民众的呼救"这件事不能不了了之'

5

月
37

日晚
5

时
,4

分左右" 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道坪

镇英坪村发生山体滑坡"截至
3#

日下午
3

点多"已造成
!7

人

遇难"

+

人失联' 多位村民向媒体表示"至少
,

年前他们就发

现了山坡有滑坡迹象"山上有巨大裂缝"村民
34!3

年开始多

次向镇,州等政府反映"得到的答复总是没有问题"让村民放

心居住" 没想到最终发生了山体滑坡"&我们担心的灾难终于

发生了$'

数个山峰垮塌"巨量的泥土山石混着水流冲向村庄"生命

在末日般的灾难面前"是如此渺小,脆弱'我们为
!7

个逝去的

生命而悲恸"并祈祷那些失联的村民平安'

灾难面前"个体是无力的"但更让村民无力的是"他们明

明看到灾难的危险步步逼近"他们一次次向上级求救"却无人

理会' 正是当地官员的冷漠,颟顸"才酿成了民众生命财产的

重大损失"当初作出&村民放心居住$保证的官员"对此是否心

有愧疚'

贵州是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的省份"按理说"

地方官员对于地质灾害隐患应有足够的&敏感$"但事实却是"

我们一再看到当地官员的冷漠" 除了此次福泉滑坡事故外"

34!4

年造成重大伤亡的贵州关岭&

+

1

35

$山体滑坡事故"事故

发生前"村民也发现滑坡处出现山体开裂"有一个山头甚至还

发生了整体移动" 当时一些村民联合将此事上报"&听说也有

领导来查过"但没有结果' $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从来都不是&突发$的"事先都

会有各种征兆的出现'只要事先做好排查分析"对可能的灾害

隐患点做好巡查监测"在危险到来之前及时预警"这些灾害完

全可防可控' 今年
6

月"四川泸州发生一起山体滑坡"但由于

当地事先监测到位"预警及时"当地村民全部安全转移'

我们不知道" 当初福泉英坪村的村民是向哪些部门反映

隐患存在的'但无论如何"这些肩负防灾之责的官员都已涉嫌

失职渎职'自从甘肃舟曲泥石流灾难之后"国家相关部门曾多

次要求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排查和监控" 但为何黔南及福

泉的官员对此置若罔闻0 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群防

群控至为关键"可面对民众的隐患举报不问不理"这与草菅人

命何异0

从关岭到福泉"之所以前车之鉴未能避免重蹈覆辙"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事后问责的缺位'关岭滑坡事故之后"媒体关于

村民举报隐患无人理的报道"并未引起重视"事后也没人对此

进行调查问责' 出了事总归咎天灾"缺乏依法调查和追责"一

些官员疏忽防灾"却不必承担相应代价"毫无疑问"这是一个

反向示范' 所以"要想避免地质灾害中人祸重演"事故的调查

追责绝不能可有可无'在福泉山体滑坡事故中"有哪些部门和

官员漠视民众的呼救"这件事不能不了了之"惟有一查到底"

才能还死难者一个公道"并警示后来者'

车站"如花#!更要"如家$

!

付瑞生

&冰桶挑战$最近如火如荼"石家

庄新火车站最近也上演了一场壮观

的&冰桶挑战$'千万条瀑布从屋顶飞

流直下"煞是壮观' 只是苦了等车的

旅客" 集体被动体验了一场残酷的

&冰桶挑战$'

很多旅客抱怨这是建筑质量问

题" 施工人员认为这是设计问题"事

实上并非完全如此" 更准确地说"这

一意外属于管理问题'石家庄新火车

站的设计其实是一个挺成功的节能

环保范本' 车站的顶"设计是有一个

个小拱"有一道道竖窗"每一道上大

概开着有
3

到
"

扇" 斜
"6

度角为了

通风透光节能省电' 不过"随之而来

的问题是"如果不能随时掌握天气状

况" 特别是碰到近日罕见的暴雨"不

做提前应对关闭活动门窗"那么类似

&冰桶挑战$之类的纰漏便会上演'

类似石家庄的此类事故在北京等

其他新建火车站, 飞机场都曾经出现

过"不足为奇'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铁

飞机的极速发展" 种种新颖的, 现代

的,壮观的,前卫的车站设计也登陆中

国'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

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试验场' 有些建筑

的确代表了人类科技和艺术的最高水

准"而不少建筑也让人不敢恭维'

石家庄新火车站的设计遭遇&冰

桶挑战$" 某种程度折射了艺术性与

实用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有些时候是

内在的' 为了节能省电"充分利用自

然光照和自然通风"降低灯光和空调

使用率" 将屋顶设计成开合式的"本

身无可厚非"反而是一个富有未来感

的设计潮流'记得当年我国最著名的

建筑学家梁思成"也曾因为设计&大

屋顶$遭到批判' 从艺术眼光看"&大

屋顶$ 的确是美轮美奂的民族风2不

过从造价看"&大屋顶$也是相对高昂

的建筑风格' 因此"对于设计师的批

评大可不必"实用性与艺术性完全兼

顾的确勉为其难'

我特别欣赏日本著名建筑设计

家原广司的建筑理念'原广司因为设

计京都车站蜚声国际'他设计的车站

和石家庄一样" 也有巨大的玻璃屋

顶" 人们可以直接眺望天空的云彩'

岁月是永久的过客"而车站却提供了

现代人聚集和分离的场所' 同样是

&晶晶亮$ 的车站" 有的车站给人以

&透心凉$" 有的车站却像 &暖男$一

样' 相比京都车站"我国的新建车站

在硬件上已经不弱" 甚至更为高大

上"不过在实用性之外"车站在管理

服务上还难言让旅客有回家的感觉'

所谓宾至如归"软件&如家$比硬

件的&如花$更美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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