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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江

地方政府网站!在当下越来越成为

政府与市民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 当

下!#新媒体$之讨论正酣%也许!先把政

府网站的管理做好! 再求新求变也不

迟"

据媒体报道!有网友发帖反映!四

川甘孜州政府网站上的州长信箱无法

使用& 点击进入四川甘孜州人民政府

州长信箱页面后! 其他栏目能填写 !

#偏偏信件内容这个最重要的版块处

于灰色状态!无法输入文字!想要向州

长反映问题也无法填写% $对此!甘孜

州政府办公室回应! 这一问题以前也

有人询问过! 部分浏览器和他们的网

站存在兼容性问题! 需要将浏览器切

换到兼容模式% 有记者试验后发现!由

于现在仍使用老
56

浏览器的用户并

不多见! 大多数电脑以及手机等在普

通状况下都会面临这一问题! 对于不

知情以及不知如何操作的网友! 使用

该信箱确有难度% 对此!甘孜州政府办

工作人员表示!如何在技术上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探讨!

#升级系统要花钱$%

真不知这个曾经被当地媒

体称为群众满意率达
#78

的州

长信箱!是不是真正关爱
!998

的当地群众%不过!当地政府相

关部门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已经非常

说明问题%浏览器不兼容!是技术问题!

系统升级便可% 技术部门动动手的事!

钱也花不了几个! 难度实在称不上大%

但是!为人民服务'聆听公众心声的态

度若是与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不兼容!那

可就是大事" 改造起来!得起根儿上一

点点修正" 有现成的高效通道放着不

用!甚至是有意无意地给堵上!不是逼

着群众要么放弃发言!要么跑机关看脸

子!甚至跑到马路上去等(青天大老爷$

吗)

某些地方的政府网站问题多多!甚

至成了让群众堵心的摆设%这类问题说

了太长时间%现在!官微'官方公众号又

纷纷兴起%前一段居然有政府微信号回

复群众(正在吃切糕$!当然!技术问题

也被拿出来当借口% 其实!一切技术问

题!解决得真诚迅速!都绝对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为民服务的

那份心!那么!再领先的技术'再大的投

入'再强的宣传攻势!也不能与民心民

意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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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穿着学校统一采购的军训服集

合!裆部开裂!且多是女生***位于湖北宜昌

的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众多新生军训遭遇的

(尴尬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个有
"$99

余

名新生参加的军训中! 每套服装事实上只是

$9

多元一套!做工粗糙!透气性差!而校方收

取的是每人
!99

元%

49

万元结余(军训费$哪

去了)

军训本是件严肃的事! 不少大学新生对

此充满了期待! 尤其是一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的女孩子! 谁知! 仅仅是欢喜地小蹲了个马

步!裤子就裂变为开裆裤!这要是学革命现代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跳将起来劈出个一

字马!两条裤腿恐怕要变身为两块布片!飒飒

飘飞--

把严肃的事情搞得这么不严肃! 有关方

面应该彻查!这到底仅仅是个态度问题!还是

另藏腐败%

军训开裆裤

成人标志还是法律说了算

!

苏文洋

上个月末!湖南龙山师生与教官发生冲

突!辽宁阜新学生军训期间跳楼死亡等事件

引起全社会关注% 在
7

月
47

日国防部例行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杨宇军表示!已注意到近期媒体报道

的一些与学生军训有关的意外!中国军队有

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加强军训教官

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学生军训工作的管理水

平%

针对有人喊出 (取消军训$!

7

月
4#

日

+环球时报,在国际论坛版上刊发评论&+学生

军训需要支持!而非取消,!作者是北京市学

生军训工作办公室主任'参谋%文章谈到了大

学生'高中生军训的历史!以及美国'俄罗斯

学生军训的情况.俄罗斯是
!:

岁以上男性公

民!美国年龄情况不详/!并说明我国从
499!

年起!在全国大学'高中全面展开学生军训工

作!有+兵役法,'+国防法,'+国防教育法,等

法律依据%

我当时收集了各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发

现其中+未成年人保护法,没有人提及% 本想

说几句!但迟迟没有动笔% 原因之一是我
"9

年前曾经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自以为写评论

尽量不涉及军事方面的话题为好! 哪怕是学

生军训%众所周知!我们有人民战争和全民皆

兵的传统!包括有女民兵的传统%男女学生一

律军训!可能与传统有关%从今天或今后一个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看! 是否还需要大办女民

兵的问题可以研究%俄罗斯有
!:

岁以上男性

公民必须接受士兵专业培训的规定! 一个是

法定年龄!另一个是法定男性公民!这两条都

值得借鉴%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和人民!抵

御外来侵略! 首先应当由一个国家的全体男

性公民承担起来!适当有少数女性公民参加!

似乎更能体现国家和全社会对女性和母亲的

保护%当然!男人不够用了!或是软蛋太多!只

好请#花木兰$从军%

前天!+中国青年报, 第二版青年话题发

表署名文章&+军训就是你成人的标志***武

警爸爸给女儿的一封信,%这封家信如果是不

公开发表!我觉得怎么说都没有问题%公开发

表!就有一个如何对待+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问题% 家信中说&#上高一! 就不是一个小孩

了%上高一的第一天就让你们去参加军训!就

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要脱离父母的怀抱!

真正走向社会! 积极适应社会! 努力回报社

会!做一个独立的'健全的青年学生%所以说!

军训就是你们成人的标志! 是走向未来的敲

门砖!你觉得呢) $

高一学生今年多大) 十五六岁吧%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

满
!7

周岁都属于未成年人% 该法对单位招

用已满
!,

周岁未满
!7

周岁的未成年人!规

定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

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

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军训

安排要考虑保护未成年人的问题% 成人的标

志不能是军训!还是法律说了算为好% 至于

教官问题!要参照+教师法,!必须选派相当

于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员担任% 武警爸爸信中

还对孩子谈到#你出生在军人家庭!你爸爸

是一名职业军人$! 似乎也混淆了武装警察

和职业军人的概念!容易引发社会和人们认

识上的混乱%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言者有意言者有意

!柳宗元"匆匆来去#谁来埋单

!

然玉

广西柳州日前全面清理整治奢华

浪费建设%

7

月开始拆除尚未完工的柳

宗元铜像底座% 按规划这座雕像高
,7

米!可
-,9

度旋转!欲建成 #国内最高

人物铜像$% 该雕像由柳州市城市投资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概算投资
:999

万元

建设!

49!4

年动工!

49!-

年停工! 而巨

大的雕像底座已矗立江边%

一建一拆!转瞬之间!尽是荒唐 %

类似的诡异桥段!在公众的印象中!近

乎是惯常的风景%

城市建设! 围绕形象工程绕圈!或

狂飙突进或全面否定!都至少传递了两

个层面的遗憾% 一方面!城市的管理者

缺乏约束!往往可以不计后果!强行执

行幼稚的意志0另一方面!城市营销失

去想象力!而总是用庸俗直白的包装手

法!来蹩脚地推销此景此地的#独特魅

力$11捆绑一个名人!重修一方故地!

建造一座雕塑'竖立一个地标!诸如此

类!组成了我们可以想到的全部%

城市美学含混不清! 城建话语权

高度垄断! 两者相遇注定只能荒诞不

断% 太多城市似乎并不清楚!该如何阐

述自身的文明脉络!该如何体面地(炫

耀历史$% 按说!柳宗元之于柳州!本是

最理所当然的组合! 只可惜这场跨越

古今的牵手! 却因为现实的智识局限

与利益纠葛!而变成闹剧一场%

而因为相关(责任分摊机制$的不

健全!我们甚至不知道!到底该由谁来

为其间的损失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