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3日讯 在中国民主同盟湖南
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 杨维刚当选民盟湖
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汤浊、 何寄
华、杨君武、戴晓凤、黎定军当选副主任委员。
任命赵为济为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郑灿军

杨维刚当选民盟湖南省委主委

本报5月13日讯 母亲节当天，湖南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彭学明长篇散文
《娘》作品研讨会在长沙举行。中共湖南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委主持会议。

“家园中没有了娘辛勤的背影，我
们还坐得安稳吗？” 这是从湘西走到北
京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彭学明在长篇散
文《娘》中对自己良心的考问。

彭学明是从湘西走向全国的青年作
家、评论家，现为中国一级作家、中国作
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研讨会上，彭学明
表示，创作《娘》首先是自己情感的强烈
需要，也有对世事人情的困惑和思考。

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表示：
“我们是流着泪读完《娘》的。”母亲苦难
的人生打动了我们，儿子犀利的忏悔更

震撼了我们。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聂茂
称：彭学明撕裂自己，把人性中最隐秘
的那部分在作品里裸露出来，让人看到
一个叛逆的、暴戾的、拿刀示爱的儿子。

2011年10月分别在《黄河文学》杂
志和《美文》杂志上刊出，引起了读者强
烈反响。几乎每天都有读者和网民在写
博客和微博推荐《娘》、赞美《娘》。有网友
称，这是有娘的人不得不读的《娘》。

怀化学院、山东历城中学、浙江钱
清镇中心学校等开展了读彭学明《娘》
征文活动。陕西交通运输局面向全省发
文推荐《娘》。广西女子监狱给服刑犯人
朗读《娘》。山东省一人民警察把《娘》作
为教材教育那些家庭不和的人。

■记者 吴岱霞

本报5月13日讯 今年母亲节，中
华女德网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
近200所高校，同时发起“母亲节的礼
物———窈窕淑女高校自爱倡议行动”。
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以倡议书签
名、图书资料发放、网络发帖等各种形
式，发出“珍爱生命，涵养性德，成就真
正窈窕淑女”的呼吁和倡议，抵制不良
社会习气。 同时，活动还倡议大家爱护
生命，拒绝堕胎，已婚人士杜绝一切婚
外情。 ■实习生 叶俏华 记者贺卫玲

自重自爱
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关注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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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做一回外交部发言人或者国防部发言人。 可是
人家不会要我的。”

12日，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来到南京，为南京人带来一场讲座和《王
旭明说新闻发言人》一书，讲座和书都与他的老本行———新闻发言人有关。被问
及“如果有可能让你重回新闻发言人队伍，你怎么想？”时，王旭明答道：好啊，我
喜欢挑战。

“很多剖宫产手术实际上没有任何指征，完全是产妇、家属或其他社
会因素作用的结果。”

与自然分娩相比， 剖宫产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要比自然分娩高2-5倍。
中国剖宫产率畸高因受社会因素干扰严重， 剖宫产甚至已成为受社会因素
干扰最多的一项手术。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教授田扬顺12
日如此说。

“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12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

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上海做出上述表示。

非常语录

河南汤阴县一家肉联厂厂区存有15吨
液氨，工厂为避免这些液氨发生爆炸造成职
工伤亡后担责，强令职工签“生死状”。该合
同规定，“如遇非单位原因引发液氨储罐爆
炸， 导致乙方伤亡事故， 甲方概不承担责
任”。对此该厂年轻职工，尤其是大学生均表
示，绝不签订合同。

“生死状” 这种极富江湖意味的契约订
立，居然出现在以法律雇佣关系为基础的现
代企业中，让人不禁大跌眼镜。面对这样的
新闻事件， 公众的情感自然地向员工倾斜，
声讨企业的无良行为，认为这种置员工生死
于不顾的非法合同完全抛弃了现代企业应
有的立本之道， 是对员工权益的恶意侵犯，
对他人生命的轻视践踏。

但仔细阅读新闻后，会注意到企业无良
举动的背后，有着深层原因。肉联厂的液氨储
罐经过安全设计，一直正常运行，但去年七八
月份，该地修建了一条新铁路，距储罐只有十
二米左右的距离，火车经过时引发的震动极
易使液氨储罐产生泄漏并导致爆炸。基于这
种安全威胁，肉联厂在请示当地政府却一直
没得到答复之后，为避免担负事故风险只好
出此下策，逼迫员工签订“生死状”。

比起主动作恶来，被动作恶多少能够
得到些谅解。 因为如果一旦发生爆炸，肉
联厂将面临六七十名员工的伤亡赔偿。除
此之外，企业的生存、发展也将受到重创。
在这种近乎毁灭性的事故可能面前，企业
在求助行政机构无果的情况下，出于规避

风险的心理， 只能牺牲比自己更弱者的权
益，以换取自身的利益保存。

在这起“生死状”事件中，肉联厂的员工
成了承受所有重量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
以生命为赌注的合约签订也彰显出了一种另
类的生存逻辑，即抛却了法律约束，仅以能量
大小为输赢标准的非道义、 非正当法则下的
因果链。企业对行政机构的不回复、不作为无
可奈何，于是转嫁风险到员工身上，而员工处
于这个链条的最末端，若想保留工作，则必须
签订“生死状”。结果，本应由政府部门与企业
负担的风险成本悉数累加于员工身上， 使他
们成了须以生命换取生存的被绑缚者。

在企业管理与收益概念中，建立在合法
雇佣基础上的企业与员工之间本应是双赢

的契约关系，但汤阴这家肉联厂的“生死状”所
体现出来的完全是“零和博弈”的状态。若企业
得胜，则员工利益尽失，若员工抗拒、辞职，则
企业利益同样受损。零和状态固然是因“生死
状”而起，但“生死状”又是因何而起呢？企业不
愿负员工的生命风险，政府不愿负企业的生存
风险，环环相扣的恶性因果，最终演变成链条
末端两个弱者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

出于不得已的风险考量，企业的这种非人性
化行为也就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毕竟趋利避害
是一切理性人的下意识选择。只是这种看起来似
乎情有可原的“合理”行为，倾泻的是更强者对强
者的傲慢，以及弱者对更弱者的威逼，在这种另
类生存链条下， 因规则的丧失及契约的变异，其
结果也就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张英

“生死状”昭示另类生存链都市快评

一闻百见

12日是广州市小学统一报名的第一天。 不少
心急的家长扎堆在上午带孩子报名， 一些小学门
口出现了家长报名的“人龙”，某些热门学校更是
有家长提早两天开始守候。 今年广州义务教育阶
段择校比例控制在10%以内， 有的家长带着孩子
一上午奔波3个公办学校， 希望能增加录取机会。
某省一级小学甚至发现， 前来报名的一个孩子户
籍的门牌号原来是一个公厕。

小学报名急 户口挂公厕

网友“小升”：从小就得拼，小孩子累大人也很累。真的很有必要吗？
网友“记忆岛屿”：上大学成为平常事，幼儿园和小学倒是难于上青天。
网友“林夕”：农村那么多学校消失了，而城市还是那几个学校不挤爆才怪。
网友“鲜橙多”：什么时候教育能普惠所有老百姓呢。可怜天下父母心。
网友“划得胜”：虽然9年义务教育不要钱，但各种繁杂的手续累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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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3日讯 一个低碳、 绿色
的出行方式正在浏阳城区“蔓延”开来，
自从试点公共自行车租借系统后，1000
辆自行车已不能满足市民需求了。目前，
浏阳决定启动第二期公共自行车系统建
设，再投入1000辆公共自行车（包括200
辆亲子车），新建40个站点。

据悉， 浏阳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自投
入使用以来，目前办卡市民已近万人。公
共自行车日平均使用量达到3500次以
上，天气晴好时最高达到7000次。连日

来浏阳公共自行车办卡量和使用量节节
攀升， 数据显示每车每天最高使用量达
9次。

随着城市公共自行车日益被市民接
受， 一期建设的50个站点、1000辆自行
车的现状已不能满足需求， 要求增设站
点和增加自行车保有量的呼声也越来越
高。浏阳市市“绿色出行—公共自行车系
统” 建设领导小组决定启动第二期公共
自行车系统建设，投入1000辆公共自行
车，新建40个站点，并对一期的13个站

点增加锁柱。
目前已向社会广泛征集了意见，并

组织规划、住建、公安交警、城管、市政园
林、电力、电信等部门进行了现场踏勘和
论证， 在充分采纳市民意见的基础上形
成了二期站点选址方案。

浏阳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管理办公
室工作人员表示， 在二期建设中将增加
的1000辆车中包括200辆亲子车。

■记者 何志华
通讯员 蔺春文

没有娘，我们还坐得安稳吗？
湘西作家彭学明长篇散文《娘》作品研讨会举办

浏阳再投入1000辆公共自行车
首批投入已不能满足需求 还将增200辆亲子公共自行车

本报5月13日讯 5月16日至20日的中博
会期间，长沙公安将投入近万名警力，采取超常
措施，确保中博会安全顺利举行。广大市民请注
意，中博会期间各个活动场所人员多，谨防拥挤、
踩踏事件发生。■记者 黄娟 通讯员 周璐 邓科

万名警力确保中博会安保

本报5月13日讯 在长沙市创建“门前市容
管理示范路”的启动仪式上，长沙市城管决定今
年将评选进行升级， 在城区内确定8条主干道，
构建门前市容管理“四纵四横”示范路网，这八
条主干道分别是车站路、韶山路、芙蓉路、金星
路、三一大道、人民路、劳动路、枫林路。长沙市城
管局副局长胡刚表示，通过以点带面，整体推动
全市65条主次干道的市容环境卫生“升级”。

市民朋友， 如果你发现这些路上有商家
店外经营、乱扔垃圾，或者存在车辆乱放、乱
搭乱建的行为， 欢迎发短信至数字化城管平
台106291000举报。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杨人 黄欢

长沙8条主干道“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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