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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题

沐浴书香 做文明小公民

二! 宗旨和目标

宗旨"围绕!沐浴书香 做文明小

公民"的主题#结合当前我市的校风$

学风建设活动#建设书香校园#营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推动素质教育的深

化和发展# 促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

长%

目标" 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积

极参与读书活动#爱读书 $多读书 $

读好书# 沐浴书香# 齐做文明小公

民&使读书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让学生通过读书开阔视野$ 丰富知

识$增长智慧$锤炼思想$陶冶情操$

充实人生&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通

过学生读书# 带动每一个家庭和整

个社会# 形成全社会读书的良好氛

围%

三! 参赛对象

凡在我市就读的中小学生都可

以报名参加本次大赛%

四! 参赛时间和地点

参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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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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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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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参赛地点'清大教育北京新真语

文作文学校

交通路十九中对面东润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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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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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鸣

日前! 吉林境内的珲乌高速路上两辆小轿

车发生追尾事故!过路车辆减速行驶!不少驾驶

员纷纷掏出手机拍照!导致现场拥堵"此时
5

后方

一辆大货车刹车不及!造成十多辆车连环相撞"

猎奇#凑热闹#围观!人之天性也" 智能手机

的普及!更令每个人都成为$记者%!遇有特别之

事!拍张照片!发到微信好友圈里 !转眼传至千

里之外" 这是自媒体时代随处可见的场景" 只

是!当$围观%成为常态后!人们便常常忘了自身

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危害" 诸如高速路上!原本就

险象环生!但仍有不少人随意拍照留影!遇有交

通事故!不是尽快腾出道路 !反倒争相摄影 $现

场报道%"其实!这本身已违反了交通安全法"说

到底! 高速路上围观! 与悬崖边上跳舞没啥区

别!有的都是不可预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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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龙

在招待朋友时!用公家的东西和用私人的东

西哪种更有面子& 正常人肯定会认为用自己的东

西更有诚意!更有面子" 但这种以私人请客为荣

的情况也许并不具普遍性"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最近请专家解读部分干部违纪心态!中央党校党

建部讲师强舸认为'近年来!大操大办婚丧喜庆

事宜#公款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愈演愈烈" 排场

越大!好像就显得人越有本事!人越有面子" 在调

研中还发现!在一些地区!如果你是公职人员!花

自己的钱#用自己的车招待朋友!就会被认为是

一件$没面子%的事情(相反!你越是用公家的东

西!别人就越会觉得你做人有本事"

过去我们一直有$劳动光荣%#$自力更生!丰

衣足食%的口号"劳动为什么光荣&显然是因为劳

动能带来果实( 这一果实既可以与别人分享!也

可以给自己享用" 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语

义就更为明显'不依赖别人!只靠自己的劳动生

活" 尽管这个口号当年主要用于国家层面!但不

影响其意义向个人辐射"

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很少有人会认为用别人

的钱来招待朋友是一种荣耀(相反!这种行为轻

则会被视为借花献佛!重则会被讥为$寄生虫%"

可是当用以$献佛%这个$花%不是$私花%而是$公

花%时!人们的价值判断为什么就突然变了&

其实在公款公物中!都有纳税人的份额!只是

这种份额往往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因而被人侵占

时没有了切肤之痛( 当所占份额十分微小的公款

公物被用于招待自己时!那就是不赔反赚的事了"

然而这并非形成$用公家东西有本事%观念

的主因" 主因还是来自权力的威风感" 对招待者

来说!能够拥有支配公款公物的权力!这是掌握

大权的象征!是件威风八面的事(对被招待的人

而言!能够跟着威风八面的官员吃香喝辣!本来

就能$狐假虎威%!何况官员用的是公款!吃喝享

用又没有占他们私人便宜的愧疚!当然是两全其

美的事了"

想象一下!你作为官员的亲朋好友!遇到下面

情景你分别会作何感受'一是官员自己开着私家车

来接你!一是官员坐着司机开的公车来接你))对

第一种情况! 你是否觉得这个朋友官当得不怎样&

而后一种情况是否更为受用& 作为官员本人!其心

境或许可逆推而知"

$用公家东西有本事%的观念还是环境的产

物***当官员都能用公家东西来炫耀时!没得炫

耀的官员及其亲友自然就感觉$低人一等%(假如

多数人公私分明!那么人们就会以侵占公款公物

为耻"

在$八项规定%及其对侵占公款公物的多种

追加禁令接踵而来后!相信$用公家东西有本事%

的观念将悄然改变" 但对这种沉积多年的观念!

$复辟%容易改变难!这就要求我们要勤念权力的

$紧箍咒%须臾不放松"

高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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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煤老板挨骂背后的政商生态

!

阅尽

在舆论圈里!$煤老板%有时就

是暴发户#土豪 #黑心矿主的代名

词!所以!挨骂受气也难博得同情"

然而!网上一则 $山西落马官员家

属怒斥煤老板' 没良心只会送钱%

的报道!却令这种舆情定势发生了

微妙变化!公众情感的天平也不再

$一边倒%"

看看报道后面的跟帖评论!更

多的倒是斥$落马官员家属 %的不

是!$煤老板是投其所好%#$苍蝇不

叮无缝的蛋%等等!这算是客气的!

有的干脆将 $没良心只会送钱%与

$没良心只会收钱% 并列! 既是反

衬!更似对掐" 个中流露出的情绪

和角色站队!确实让人五味杂陈"

其实!报道原本也无甚奇异之

处!只是探究近年山西$煤老板%群

体的浮沉!不期然被搬上网时!$标

题党%抽出其中一细节!做成标题!

于是便显得格外吸引眼球" 或许!

它正点中了当下一个敏感而值得

玩味的话题***煤老板与落马官

员背后的政商生态关系"

而今的煤老板或曾经的煤老

板中!其实当初许多也是寻常的底

层百姓! 有的可能就是挖煤工人!

因缘际会!他们有幸赶上了煤炭资

源开发的大潮 ! 掘到了 $第一桶

金%!有的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

有的则凭借着特殊机缘和社会资

源等存活下来 !或发展壮大 !最终

以一个$有钱人群体%呈现于世"

然而!当这些煤老板手中有几

个钱后!又都不得不面对诸多政府

部门和官员们的$关系难题%" 以前

从未曾谋面的各路监管机构找上

门来了!五花八门的税费征收大军

也来了!哪个都得罪不起 !谁都可

能掐死你发财的命门" 于是!许多

煤老板的主要工作$就是和一些部

门的官员打点好关系 ! 陪他们吃

好 # 玩好 ! 同时保证煤矿不出事

故%"

诚然!政府部门的监管与税费

征收是必要的!如果大家都规规矩

矩照章办事 !秉公而断 !一切都很

简单!也很好办" 问题在于!面对滚

滚财源和巨额财富的诱惑!有几人

能抑制住心魔!能划清公私是非的

界线& 更何况!规范的市场规则阙

如!生与死 #胜与败都取决于你在

政商生态中的权力亲疏" 在此背景

下!打点#以钱开路成了绝佳的关

系润滑剂(寻靠山 #傍高官成了最

好的$保险%"

可以说!在近年纷纷落马的贪

官背后!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金

主%!挨骂的煤老板便是其中之一"

当公权力被金钱收买!当威严的市

场监管也参与财富的私下分红时!

一切的原则#法律!便都形同虚设"

政府部门和官员着眼于地方

经济发展!这没有错!但无论是$招

商引资%!还是扶持企业发展!政府

官员与老板的身份始终不能错位!

权力更不能越位" 否则!东窗事发!

再骂煤老板$没良心%也无济于事"

!根本管不了"既是实话又是谎言

!

石敬涛

弥漫在空气中的雾霾!不飘不渺!黏黏糊糊!

一动不动!死气沉沉!凝住了时空!凝住了思绪!

让人恐惧" 它弥漫在角角落落!让空气更污浊!让

交通更拥堵!让呼吸更压抑!在悄然改变着公共

生活"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更是曾经表示!雾

霾比非典可怕得多!谁都跑不掉" 面对这种糟糕

的境况和被动的局面!各地治理雾霾的$雷声%不

可谓不大"

但$雷声大%往往意味着$雨点小%!在治霾的

这场战争中!有些地方口号震天!但行动迟缓!秸

秆禁烧#交通限行这些不痛不痒的做法往往都高

调做做样子!但是涉及地方经济切身利益的污染

企业关停并转却无实质性进展" 很多地方被压被

砍的都是$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坊!真正的排

污大户关停并转遥遥无期" 更为重要的是!就像

环保局局长所说的'只要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不

点头%!像$三高%企业这样的污染源!环保局管不

了#治不了#关不了" 由此来看的话!环保局局长

$雾霾我根本管不了%的诉苦!倒真是一句$大实

话%"

但如果$根本管不了%真的是一句$大实话%!

我们要追问的是'雾霾治理难道真的无计可施无

药可救了么& 如果我们能有治理$非典%那样的态

度和决心!那样的铁腕和治理手段!依法办事!从

严问责" 到那时还有人敢言$根本管不了%吗& 由

此来看的话!$根本管不了%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谎

言"

$根本管不了%到底是大实话还是大谎言!取

决于治霾的决心#态度和手段" 落实真话!还是揭

穿谎言!是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