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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妈!出走景山后去了哪里

!

崔红

上周! 北京市景山公园发布治理噪

音新政!音响若超过
#6

分贝!合唱团"舞

蹈团的团长就要被通报批评#

!5

点之后

景山公园停止一切团体性活动$ 有媒体

称!景山只是试点!%治噪工程&有望在全

市其它公园推广'

景山 %噪音大& 多年前即被市民投

诉!公园去年启动%降噪工程&!有专职人

员每周两次拿着分贝仪!测量全园%大喇

叭&的音量' 通过一年治理!园内各活动

队的音箱音量都从
!.6

分贝降到了
#6

分

贝' 景山安静了不少!但是!

7"

支多年在

此健身的队伍!因%不堪其扰&逃走了
!"

支'

如果我有幸家住景山附近! 我也会

奋起反抗噪音' 但是!我认为此举并不宜

在各大公园推广' 景山是
!!

家市属公园

中面积最小的!南北门不过
-66

米!东西

门不过
766

米!包容
7"

支健身队伍确实

勉为其难' 那些面积足够大的公园!比如

天坛"颐和园"玉渊潭就应该宽容对待这

些所谓的%噪音&'

自公交和公园对老人免费开放后!

地理位置尤佳的
!!

家市属公园就成了

老人们健身娱乐的天堂! 他们从天南地

北赶来!到这里聚齐' 你所看到的是!喧

嚣的公园中! 盛装的大爷大妈们不顾形

象和年龄地或唱或跳#你所不知道的是!

每一支健身队伍几乎都是一家抗癌俱乐

部' 我这几年采访公园!没少跟老人们聊

天!几乎每支队伍里都有癌症患者!少则

四五个!多则十几个'陶然亭公园一支
86

人的文艺团体! 癌症病人占到
56

个!而

这些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宁可去公园!

也不去医院' &

偌大的北京城其实并没有给老年人

留出太多的活动空间! 而老年人又是一

群需要抱团取暖的人' 全国老龄办副主

任吴玉韶上周在参加某个活动时透露

说!国外很多老龄组织到中国来考察!都

会提到%中国大妈&这一现象' %他们非常

羡慕我们有(中国大妈)***它群体性地

解决了老年人养老和健身问题***这是

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

关爱小孩是一种自然行为! 母鸡会

护仔!虎毒不食子#但是关爱老人却是一

种文明行为!需要全社会的包容和努力'

不知那
!"

支娱乐健身队伍到底去了哪

里+ 出走景山后!你们过得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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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鸣

武汉口区一居民在楼下养了
8

只斗鸡! 每天一大早便集体打鸣!左

邻右舍不堪其扰' 当地规定!居民不

得饲养家禽家畜' 邻居投诉多次!但

鸡主人称!这些鸡是擅长打斗的%战

士&!是斗鸡!并非家禽' 社区工作人

员也因斗鸡是否算家禽而无可奈何'

城市不能饲养家禽家畜!这是常

识!但宠物热的兴起!又混淆了家禽

与宠物的界线!比如有人饲养的香猪

小兔之类!这是家畜还是宠物+ 城市

是各色人群和诉求的大杂烩!许多事

情变得复杂起来!甚至于某些是非标

准也变得模糊' 于是!便难免产生诸

多矛盾纠葛' 倘若人们都只顾自己的

利益而不管他人感受!冲突便永远无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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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

阿里巴巴
!#

日登陆纽交所! 开盘
#59:

美元!较发行价上涨
.-/.;

!市值突破
$$44

亿美元 !一举超越
<=0>(11&

,

32=%1?

"腾讯

和
>@=A

!成为仅次于
B11C)>

的全球第二大

互联网企业'

不难想象!当时在纽交所贵宾室拿着大

号计算器狂摁的马云!笑得那叫一个春光灿

烂'当然了!马云还不忘第一时间表态!他对

成为中国内地首富一点感觉都没有' 瞧瞧!

这才叫低调的奢华'

不过!无论马首富对中国内地首富是真

没感觉还是假没感觉!反正坐拥
5,#

亿美元

净资产的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最新版中国

内地首富'

拍拍胸脯!除了佩服之外!您真的就没

有一点点的羡慕嫉妒恨+

正如阿拉伯故事-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所讲述的!当阿里巴巴一次又一次呼喊%芝麻

开门&然后一次又一次搬走金银财宝之后!四

十大盗坐不住了!磨刀霍霍杀机顿起'

对于马云而言!现实中的%四十大盗&又

是谁和谁呢+

毋庸置疑!最容易对号入座的就是线下

实体渠道!因为它们的财富被阿里巴巴%掠

夺&得最简单最粗暴' 生活常识已经清楚地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国线下实体渠道已经

渐成淘宝,天猫的免费体验店!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去苏宁,国美,万达宽敞明亮装修豪

华的店堂里只是试试这试试那!临走前掏出

DEF1?>

拍下货号!回家路上就在淘宝,天猫

上把东西给买了'

按照这个逻辑!万达集团掌门人王健林

肯定是%四十大盗&的大首领!事实上!马云

抢走的正是他的内地首富头衔!%四十大盗&

的动机大大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他

和马云的%两大天敌&马化腾和李彦宏公开

高调地玩合资暧昧!%四十大盗&的嫌疑也是

大大的'

除了线下实体渠道之外! 银行和银联

貌似也有%四十大盗&的嫌疑'想想也是!余

额宝和二维码
EGH

机险些砸了银行和银

联的饭碗!要不是%亲爹&央行临危出手!后

果真是不堪设想'更严重的是!马云对此根

本不服气!前不久他在北大演讲时就放言!

%有时候! 打败你的不是技术而是一纸文

件' &听这意思!人家迟早还会向银行和银

联的保险柜念出%芝麻开门&的咒语'

在阿里巴巴的瞄准镜里! 线下实体渠

道, 银行和银联只是拿来练手的初级对手!

物流,出租车,学校,医院,电视台甚至中国

国家足球队都是它的狙击对象!如果真要加

起来!肯定不止%四十大盗&'

那么!%四十大盗&最终能从阿里巴巴手

中夺回被%劫走&的财富吗+

没错!那个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们!%四十

大盗&最终一个接一个都被阿里巴巴给干掉

了'但是!请不要忘记!那个古老的故事最后

还告诉我们!阿里巴巴把山洞里的财宝都分

给穷人!让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

如果阿里巴巴还继续着
"6;

的净利润!

那么!这个现实版-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

结局还真说不准'

"战斗鸡#叫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社会热点社会热点

官员也需要"全产业链$追溯

!

苏文洋

违纪违法官员的新闻! 三天两头上网

或见诸报端'无论落马的是老虎还是苍蝇!

公众除了关心他们的贪腐数额及其有否

%与他人通奸%!也有不少人关心这些落马

官员是如何升官的' 倘若用画图来表示的

话!每个落马官员至少有一幅-贪腐图.!一

幅-升官图.' 但是!这两幅图都挺难画!因

为信息过于简陋' 法院的判决书只有一些

某年某月收受贿赂或贪腐的简单情节!官

员任职简历则只有某年某月在何地读书,

就职'如果没有记者调查跟进!大概很难让

公众了解全貌! 也难以让公众思考如何让

新的官员和更多的官员不重蹈覆辙'

近日看到一篇食品企业 %全产业链&模

式的报道!颇受启发' 据说!不少果,菜,肉,

蛋,奶等产品都可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

的方式!查询到产地,生产日期,批次,负责

人,质量检测报告等信息' 这种生产关键环

节全程可视化追溯!要归功于食品企业%全

产业链&模式的建构' 中粮米业总经理介绍

说/%以一粒米的生产为例! 我们选出了
$-

个关键管控环节!把土壤,水源,施肥,用药,

收割, 晾晒等因素和关键流程都管起来!并

对加工,物流到售后的环节!实施严格检验

记录!做到全过程控制!确保食品安全' &

这种%全产业链&模式并不是食品企业

的创新! 一般工业生产都已经多年这样做

了' 比如说一架飞机或一辆汽车!不管有多

少零部件!只要出现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某

一零部件是何时何地何人生产的!很容易追

查到责任人' 如果没有这一套管理机制!谁

还敢坐飞机,开汽车+ 哪个企业愿意提高质

量+对用户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到底是不是一

句空话+ 其实!不管这套管理机制有多么复

杂!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或是一个目标/谁

生产!谁负责'

既然大到飞机,汽车!小到一粒米都可

以实现生产关键环节全程可视化追溯!建立

%全产业链&管理模式!按道理说!官员管理

从小到大也完全可以适当借鉴这个模式!谁

%生产&谁负责!谁用人谁负责'

现在官员一般是委任制或选举制!也有

混搭制!既有公推公选!又有组织任命' 这

个不能一刀切!说哪一种制度绝对好' 封

建皇帝老子传儿子! 也有传好传坏的!因

为一堆儿子也有好坏! 皇上权力再大!一

言九鼎!也不愿意专选坏儿子交班' 全民

选举 !也可能选出一个坏蛋 !希特勒就是

德国民众选举出来的'

#

月
,8

日-南方周

末.报道!

#

月
,.

日%在会场上突然被纪检

官员带走 &的南京市委常委 ,建邺区委书

记冯亚军!当年就是公推公选的
:

名区县

长之一' 如今!这
:

人已经有
.

人落马'

天下大概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 只是

可以通过比较或试错! 找到一个比较合理

或出错概率小的制度' 借鉴%全产业链&模

式! 也无非是改变一下落马官员无人负责

或只能集体负责,组织负责的尴尬状态!尽

力实现%谁生产谁负责&0即谁提拔,谁任用

谁负责1!少一点让组织或集体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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