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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了，油垢冻成
一坨，清洗油烟机成了
一项苦力活。 自己洗，
油烟机不但没洗干净，
反而弄得衣服、 灶台、
地板到处都是油渍。其
实，这个苦差事完全可
以交给96258。

96258在长沙拥有
专业的家电清洗团队，
可对油烟机进行整机
拆除清洗。 上门后，师
傅会先将烟机防护罩、
涡轮、加长板以及止回

阀拆卸下来， 放到储物
桶里浸泡；接着，用刮刀
将涡壳内 的大块油污
刮净， 均匀喷洒环保清
洗剂， 并用钢丝球将内
部刷洗干净， 再将清洗
剂喷洒在油烟机表面；
然后，用抹布将涡轮、防
护罩、加长板清洗干净；
最后， 再将油烟机按原
位重新组装。 服务后，
师傅还会细心地对厨房
进行清洁，保证灶台、地
板等处不沾一滴油。

清洗修理，96258都是好帮手
油烟机 干净迎新年

过年了，
油烟机、 洗衣
机、 空调、冰
箱，拨96258，
给您的家电来
一 次 大 清 洗
吧， 干干净净
迎新年； 如果
家里的家电坏
了，拨96258，
任何家电修理
难题都将迎刃
而解。

96258拥有一支业务娴熟、
技艺精湛的家电维修团队， 家电
维修也是三湘都市报96258公众
服务中心的拳头便民服务项目，
这项小服务替不少家庭解决了家
电维修的大难题。

上周， 观沙岭一小区的黄女
士家用了十多年的电视坏了。黄
女士致电96258，96258家 电 维
修师傅迅速上门， 修好了电
视。 黄女士一家人又可以边吃
夜宵边看《爸爸去那儿》。

家电 96258技艺精

★自己动手， 只能洗到油烟机的外部，内
部堆积着许多油污，还是需要拨96258找专业人
员来帮忙。

清洗快修

… 温馨提醒

… 温馨提醒

★家电“罢工”，确实添堵。
96258拥有专业的家电维修团队，
无论是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
只要您一个电话， 任何家电难题
都将迎刃而解，预约就拨96258。

油烟机清洗前后对比图。

“大量的人在利用地铁出
行，不管有事没事，涨价是
必然的。”

最近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进一步加强轨道交通运
营安全的工作方案》，提出将制
定高峰时段票价差别化方案，
并择机出台。这意味着，从2007
年以来的北京地铁“2元时代”
或将终结。对此，有专家这么表
示。

熊猫返祖： 你以为大家都
跟你一样无聊， 有事没事坐地
铁？

为你惑：一看就知道这专家
的脑袋是在地铁上被挤了的。

黄生：地铁涨价我没意见，
但是给的这个理由也太让人愤
怒了！！！

沧海：就问一句，专家，你
坐地铁上班不?

天涯明月： 北京地铁都已
经挤成这样了， 还有多少人那
么有病不好好地呆着， 非要上
地铁被挤成相片？专家，请你给
解释一下。

高动物： 这专家是出来专
门背黑锅的吧？

“现在正是年终岁尾‘干活
儿’的时候，缺人手，忙完年
关再说。”

据辽宁铁岭公安局铜钟分局
刑警介绍，20多岁的王某曾加入
盗窃团伙， 但他总觉得这样下去
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 特别是在
年初交了新女友后他更是觉得应
该金盆洗手。 他把这个想法和团
伙头目说了，头目这么说。但他执
意离开，最后被同伙打伤。

名字：大家除夕都不放假的，
你搞特殊啊！

科学家：上贼船容易，下贼船
难。

笑笑：又没分红能不走？除夕
要上班能不走？薪水不涨能不走？
管理混乱能不走？ 职业没前景能
不走？

龙神：年底了，各位要做好防
火防盗工作。

当午：还辞职，看来这行业也
挺规范的！

繁星咏者：浪子回头金不换。
一笑了之： 这个头目还真奇

葩！
好心人： 浪子回头也要讲究

技巧，千万别意气用事。

中共中央、 国务院近日印发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取消
一般公务车”。《条例》颁布一周左
右，长沙多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车
队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人事变
动。同时，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
经费” 财政拨款预算中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43.99亿元，经济学
家认为， 从购车配车到租车，“40
亿公务蛋糕” 将砸向租车行业。
（详见今日本报A04版）

有关“公车改革”，实在是老
生常谈的话题，之所以这个话题
长期被人们关注，无外乎一直以
来其改革力度不彰， 效果难显。
自1998年9月， 国家体改委制定

《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方案》后，各地陆续展开公车
改革行动， 大刀阔斧者有之，左
顾右盼者有之，但无论是抱有坚
决改革决心的试点地区还是欲
迎还拒的地方，均没有取得实际
的效果。

2005年初， 作为车改先行者
的浙江省，突然宣布暂停车改，叫
停的背后原因则包括车贴标准成
争议焦点， 以及车改到底能否真
正提高行政效率等。事实上，浙江
车改中遇到的难题也是其他地方
所面临的问题。 前一个问题是车
改中的公平问题，而后一个，则事
关公车改革与市场如何进行有效
对接。

长沙的车改已然形成了破冰
之势， 一些单位车队人员的相继
辞职， 既显示出政府部门的车改
决心， 也代表车轮上的灰色利益
及腐败空间正在收紧， 正如一名
车队师傅所言：“车改后， 官员有
车贴，我们即使不被辞退，收入也
只能靠工资了。”

既然架势已拉开， 那么在接
下来的改革中， 前车之鉴或可成
为使改革顺利迈进的基础。 在先
行改革的省市，交通补贴按职务、
岗位和实际工作性质等被分为若
干个等级， 职务级别一般被视为
划分等级时参考的重要依据。而
这种“一刀切”的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缺乏科学依据， 毕竟职务的

高低和公务用车量不一定成正比，
很容易产生高补贴人员的“公款私
用”、补贴低的“私款公用”的不公平
局面。 改革中的公务交通补贴应承
认差别，以工作岗位所承担的任务、
性质和公务活动量为依据来确定补
贴标准， 例如有的地方根据辖区大
小、住地与机关、机关到基层路途的
远近进行精细化计算， 使补贴标准
更趋科学、合理。

而曾经“车改到底能否提高行
政效率” 的疑惑， 正是使专家提出
“40亿公务蛋糕砸向租车行业”的引
子。实际上“公务用车租赁市场”也
是改革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事物，但
与此同时， 市场与政府之间以后在
车辆租赁方面的长期合作， 也面临

着诸多的问题，例如政府部门对互联
网模式的适应能力，在招投标方面政
府能否保证透明、公正性，政府部门
会否利用自身资源，在与公司合作时
变相腐败，如超标配租赁用车，等等。
这些，都事关公车改革能否取得良性
效果，也直接关系到与改革相承接的
公务用车租赁市场能否良性发展与
成熟。

一场改革，不仅需要决心，也需
要技术手段，无论是堵是疏，若无改
革过程中的精细化操作， 就必将流
于过场，或是成为应付《规则》的短
期行为。《条例》之下，跋涉已久的公
车改革是否能够拨云见月， 颇令人
期待。

■本报评论员 张英

15日下午， 前外交部长李
肇星在山西太原演讲时表示，走
过183个国家，最主要的体会就
是“人民至上，人民万岁”。在旧
中国、封建时代，县以上官员被
称为“父母官”。李肇星认为，这
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老百姓才是
所有人的“父母”，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父母官” 的说法是错误
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做出
了这样的纠正。而事实上，现在
而言，“父母官” 仍然是一个屡
屡见诸于报端的名词， 使用频
率依旧很高。 直到李肇星给我
们提的这样一个醒， 许多人才
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

“父母官”， 首先是一个褒
义词。我们常说官员要“爱民如
子”、“替民做主”， 就是说这个
道理。在古代，我们常把地方的
县官比作百姓的“父母官”，并
且， 老百姓也渴望自己地方上
能够出现一位称职的“父母
官”。然而，时过境迁，将“父母
官” 这样一个褒义十足的词放
到当下， 却有着许多的不合时

宜。 用李肇星的话说就是，“老
百姓才是所有人的父母， 物质
文明、 精神文明都是劳动人民
创造的。”

讨论谁是“父母”，不是简
单的辈份问题， 还能够厘清权
力的来源与服务政府的理论依
据。说得俗一点就是，父母爱孩
子和孩子爱父母， 是两种完全
不同的爱。至少，父母有时还有
训斥或打骂孩子的现象， 而作
为儿子， 不仅要对父母奉献孝
心、 义务赡养父母、 帮父母办
事，还不能啃老，等等。说得文
雅一些，现代政府观念中，官员
和政府的权力， 自然都来自于
老百姓； 权力运转的资金基本
来源于公众的纳税和罚款。如
此语境下， 只有老百姓才能算
是合格的父母， 他们才是家庭
的顶梁柱。

我们的词典中，之如“父母
官”这样的旧名词还有许多。依
现代政治理论， 能够发生对等
关系的称谓， 更应该是“纳税
人”和“服务型政府”，“公民”与
“公仆”。那些之如“子民”、“臣

民”、“贱民”甚至是“刁民”等带有
严重的歧视性和不对等性的称谓，
都应该换成公民、公众之类的现代
名词。对于官员而言，也存在许多
“青天大老爷”之类的词，这显然是
信赖于人治而不信赖法律或是信
赖体制的表现。

纠正“父母官”用法，对于社会
的进步， 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在
笔者看来，是关乎“开民智”的大
事。100年前，梁启超曾说，“今日之
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
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
利，亦不能守也。”而“开民智”的方
法或路径， 必须要从点点滴滴做
起，要从纠正每一个错误的、根深
蒂固的旧思想、旧词汇开始，只有
这样，公众的集体意识才会有彻底
的转变。

名词的变化，有时候能带动整
个社会的进步。纠正“父母官”的错
误用法， 蕴含了权力对人的尊重、
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意识等现代
政治理念———这是一种常识的归
位， 也能够促进公众智慧的提高，
助推公民社会的建成。

■王传涛

公车改革仍需多层面发力

非常语录… 余以为…

纠正“父母官”说法是“开民智”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