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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了以后还喝绿豆汤有什
么用啊?”

26日上午， 张悟本因脑梗住
院。有网友问“为什么不喝点绿豆
汤”？张悟本如此回答。张之前曾
说过喝绿豆汤可以治疗心脑血管
疾病等十种常见疑难病症。

二的仨： 食疗确实有一定的
效果，没必要全盘否定。

灰烟：人家这样了，咱就别幸
灾乐祸了。

手札： 俺们种绿豆的真得要
好好感谢他呢！

草青青：看来这下真悟本了。
寿比南山：喝绿豆汤吧，不要

给他治了。
木偶冷静: 能治别人怎么就

治不了自己?

“昨晚看过 《来自星星的
你》，吃过炸鸡啤酒，好吧，
从了， 允许大家28日请假，
我28日午后到公司！”

近日， 厦门一化妆品公司负
责人苏先生发了如此微博。 此言
一出， 让不少网友一阵羡慕嫉妒
恨。据了解，这两天，苏先生一下
接到52张请假条， 员工们集体请
假的理由居然是“要看韩剧《来自
星星的你》的大结局”。

大健：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欧洋：这炒作得也太狠了吧！
心灵驿桥：明显是广告。
抽风：,集体请假看韩剧,这也

太奇葩了吧！
西哈发：庆幸不是公务员，不

然会被喷死。

“我有罪，我不是人。自己因
偷了一袋电线， 感到很内
疚， 挣扎了一夜后送回，还
是心虚，听到警铃就哆嗦。”

25日， 浙江某派出所的民警
收到了一封匿名忏悔信和150元
钱，作者在一开头就这么写道。

大猫咪： 如果小偷都有这种
觉悟，社会不会像现在这样!

灵宝：知错就改，为时不晚！
雪中人： 也许是生活不下去

了才偷东西的吧？
格桑： 警察看了小伙的悔过

信， 很感动， 然后根据信中的线
索，找到了小伙，扭送到警局，最
后判了小伙三年。

非常语录…

近日， 一组教爸妈使用微
信的漫画在微博上走红。

“微信说明书”让许多网友
感觉到惭愧。坦白讲，这一份
“微信说明书”，并没有多少技
术含量， 不需要多少绘画技
巧， 也不需要多好的文字语
言，问题是，当父母拥有智能
手机，但不能使用其中的软件
时，作为儿女的我们，会拥有
什么样的态度？ 至少在我而
言，我可能会在教过几天无果
之后直接放弃。

“微信说明书” 存在的价
值，不在于它能够教会父母如
何使用微信，而在于，在这样

一个我们都认为忙忙碌碌、不
可开交的时代里，它用一种新
形式表达了在异乡工作的年
轻人对还在老家的老人的一
种情感。而这种情感的表达方
式，是我们很少见到的一种亲
情反哺。在物质文明发达的当
下， 父母有时候并不是需要
我们回家能拿多少东西 ，也
不是最需要我们回家能带回
多少钱， 而是在意某种交流
方式， 比如能够通过微信听
到我们的声音， 或看到我们
的留言。

农耕社会里，父母与儿女
之间的亲情更容易体现在“慈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与“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之间
的情感交换。在信息和科技时
代里，父辈与儿女之间的沟通
方式必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微信、QQ、易信、飞信等各种
“信”，不只是年轻人之间的交
流工具。在新时代里，这应该
成为年轻人与老人交流的工
具与平台；尤其是在独生子女
时代里，当房价和交通阻断了
亲人们之间的沟通，WIFI普及
语境下产生的各种新玩艺儿，
或许能够成为父母与儿女之
间进行亲情交流的新媒介。让
老人们学会微信等各种“信”，

就是年轻人的责任。
年轻的优势，不在于生活哲

学的积累，而在于对一些新软件
的应用。 每一位在异乡的游子，
都可以做到像这位小伙子一样
以这样亲切的方式对老人进行
孝心的回馈， 甚至比他做得更
好。对比“为送女儿上班，6旬父
母扫30里山路”和“为让女儿顺
利开车回家， 老人用锄头铲平3
公里山路”这样的故事，我们能
够感受到父母之爱的伟大，这样
的大爱让许多人感觉无以回报，
但教会父母使用微信何尝不是
最好的报答。

■王传涛

在26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 政府为
农民发养老金是开天辟地的，
“虽然现在的标准不是很高，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政府从来
没有为农民发过养老金， 这是
创造了历史的。”

政府给农民发养老金，胡
部长看到的是“开天辟地”，我
却觉得这更是一种“天经地
义”。 虽然胡部长用“开天辟
地”来佐证现在农民养老金标
准较低，“开天辟地”， 道理也
不假， 不过给人的感觉很怪，

隐隐地带着一种“施舍、恩惠”
的味道； 并且在时间维度上，
抛去社会环境、 人权状况、政
府构成等客观变化，单纯地拿
现在和旧社会比，也没有任何
可比性。

那么， 为何说政府给农民
发养老金是天经地义？

因为农民， 也是国民，和
城市居民没啥两样，该享有的
权利，一样都不能少。比如说，
从政府获得救助的权利，这种
社会保障权， 在农民身上，是
天然充足的。众所周知，新中
国成立以来，原始资金积累大

都是靠的农业，才有了国家发
展的起步资金。如今，国家有
钱了，工业发达了，那么农民
就应该获得好处，农民福利就
应该一步步地建立起来并逐
渐完善。

再者， 政府给农民发养老
金和农业也有很大关系。 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关系到13亿人
的吃饭问题， 农业就必须要安
全，农民必须要得到安稳。况且
在工业社会， 农业天生就是弱
势，抗风险能力很差，需要政府
从国家层面扶持。 看看各国的
经验，不管是西欧，还是美国，

对农业都是强力补贴，对农民也
是变着方法进行安稳。

由此来看，“开天辟地”这种
说辞， 很明显是站在了官方角
度，是一种官本位，是俯视而不
是平视；“天经地义” 这种称谓，
强调的更多是民众权利与政府
责任，是一种民生本位，是平视，
也是一种对政府无声的敦促。是
站在“官场”，还是站在“民场”，
有时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体现
出来。尤其是在新闻发布会这样
严肃的场合，如何让发言不显得
那么突兀，民本的思想，要入脑，
更要入心。 ■温江桦

今年初以来， 是一些地方
公车拍卖的集中处置期。 新华
社调查却发现： 有的地方公车
淘汰后， 廉价落入内部人员手
中； 有的地方虽然走了拍卖程
序，但不对社会公开……

这一轮公车拍卖潮， 乃中
央明确要求党政机关取消一般
公务用车， 遏制“车轮上的铺
张”的成果显现。相关条例令行
禁止，属于硬杠杠，取消一般公
务用车，并非空喊口号，既有监
督也有问责。 但为何有些地方

和部门的公车拍卖却呈现乱
象，被指糊弄民众？这表明，公
车改革牵连着巨大利益， 足以
令一些地方和部门难舍难弃。

在公车拍卖过程中出现诸
多乱象，这又表明，解决公车浪
费、车轮腐败问题，还必须铁腕
治理、一抓到底。中央明令取消
一般公务用车，这是抓总；各地
出台具体措施落实， 这是细化。
也就是说，在具体落实中央相关
条例上， 地方还有必要出台细
则、强化监督，这样才能确保公

车改革不走样，杜绝出现“二次
腐败”等现象。名为淘汰，实为内
部处理，这是内部勾结，不是拍
卖；表面拍卖，实际不公开，这是
暗箱操作，不是改革。既然是公
车拍卖，就要有公开、有评估、有
拍卖、有监督，遵循公开拍卖的
严格程序，否则就是“耍流氓”。

真正意义上的公开， 必须
把公车拍卖的整个过程都晒出
来，让公众看得见，接受公众监
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也
没想象的那么难。事实上，对于

车辆拍卖，市场已有一套成熟机
制。例如车辆评估，什么品牌什
么年份的车辆值多少钱，市场最
清楚。 倘若能够援引市场的力
量， 对公车进行评估和拍卖，试
图暗箱操作的部门和单位，其实
没那么容易浑水摸鱼。

公车姓“公”， 拍卖必须公
开。在这基础上，只要能够明确
细则，加强监督和问责，无论是
“应付式改革”还是试图搞“二次
腐败”，都难以避免“走光”的下
场。 ■顾昀 转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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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说：“雾霾现在
成了网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这
个问题，政府决不能回避。”当环
保部长周生贤汇报结束准备离开
时，李克强说：“你先别走，我还有
几个问题要问你。” 围绕这一议
题，他追问至少数十问。

网络时代， 网络声音在很大
程度上折射出民众对现实的态
度： 对满意的点赞， 对不满的吐
槽。近来，网络上对“雾霾”各种各
样的吐槽不断刷新人们的想象
力，显示网民们的创造力，同时更
凸显对雾霾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的
不满。

环保部曾承认目前中国约七

分之一的国土被雾霾笼罩， 北京
空气污染程度更达到世界卫生组
织建议水平的11倍———只要呼
吸，就难躲雾霾，雾霾是当下最为
纠结难解的民生问题， 也因此成
为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

雾霾， 是全民公敌、 世界公
敌———这应是除了认为雾霾具有
国防作用的某军事专家之外的广
泛共识。但，对待雾霾的态度，却
有消极与积极之分。

消极的应对，当以著名“心灵
鸡汤供应商” 于丹教授的意见为
代表， 她在微博上发表意见说：
“大家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
和它较劲。”随后支招面对雾霾大
家可以“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

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
不让雾霾进到肺里； 如果这都没
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
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积极的应对， 则是坐不住的
行动派。 如河北石家庄市民李贵
欣因雾霾愤而起诉环保局， 作为
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请求赔偿。

于丹教授提供的意见有些像
“精神胜利法”， 自然遭到了网友
与舆论的抨击； 而起诉环保局的
市民， 则因为吐出了民众不满的
情绪，并起到提醒、督促政府责任
的作用，受到舆论支持。

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 只要
不过于冲动， 公民在法治框架内
的任何行为选择， 都应尊重。其

实，从欧美的经验来看，治理雾霾将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像于丹教授建
议的那样， 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度
过漫长的雾霾期，也是必须的选项；
相对地，雾霾之下，从北京到地方，
包括政府， 各个都是受害者———如
果不是所有人都担起抵抗、 治理雾
霾的公共责任， 单纯因雾霾向政府
部门索赔，也意义不大。

由此而言，人们对于丹教授“精
神防雾霾” 的反感， 其深层次的原
因，应是担心她作为公众人物，其言
论会影响到公共政策和政府的行为
选择。因为，对环境问题负有公共责
任的政府，不能像普通民众那样，可
以消极或积极地自由选择， 而只能
肩负法定职责， 别无选择地积极行

动———特别是对于雾霾， 必须以只
争朝夕的态度和直接面对的决心，
方可还蓝天以白云。

显然， 总理敏锐地从网络捕捉
到了民众的声音与意见， 更清楚作
为政府面对雾霾以及环境污染问
题，其责任“决不能回避”。他向环保
部长连发数十问， 要求作出了承诺
就一定要兑现，“政府不能放空炮”
———既是问责于部门， 也是表示政
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被追问的部门，不必因此感到尴尬，
但必须也要同样意识到其责无旁贷
的责任———总理之问彰显政府务实
作风，本质上也是天下之问，只有以
切实的行动、 显著的治理效果方能
回答。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只有积极治霾方能回答总理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