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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超级大乐透

第 15036 期

开奖号码：14 18 20 23 24 + 04 08
奖级
中奖注数（注） 每注奖金（元）
10000000
1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0
209153
32
二等奖 基本
追加
125491
7
4340
580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2604
164
基本
200
24507
四等奖
追加
100
7652
基本
10
463940
五等奖
追加
5
137666
六等奖
5
4522909
―――
合计
5157458
下期奖池金额：1251569256.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3、排列 5

第 15084 期

排列 3 开奖号码：9 4 1
奖级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11881
1040
12356240
直选
0
346
0
组选 3
26507
173
4585711
组选 6
排列 5 开奖号码：9 4 1 5 5
奖级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100000
21
2100000
直选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核心观点】“明星官员”大多有作秀之嫌，“明星校长”也未必都出自真诚。

从纪宝成看高校去行政化之多艰

3月31日， 记者在中国人民
大学校园内发现，原校长纪宝成
在一勺池、校友之家和育贤楼等
地的题词，被更换字体、去掉落
款或整体摘走。有消息称，纪宝
成于2014年 底被 不公 开 地宣 布
处分：留党察看两年，取消副部
级待遇， 勒令辞去所有社会兼
职。不过上述处分的具体表述尚
未得到官方证实。2013年11月，人
大招生处原处长蔡荣生因腐败
接受调查后，作为他的老师和前
任领导，纪宝成始终处于舆论漩
涡中。
相信很多 人对 纪 宝成 不会
陌生，这位集学者与官员于一身
的“明星校长”，也是全国人大代
表，他敢讲敢说，有鼓手、炮手等
绰号， 曾力批“学术权力市场

化”、“教育产业化”、“鼓吹生二
胎‘刻不容缓’”云云。他由官而
文，担任人大校长11年，力行革
新，推出了新的校歌、校徽，实践
着“大师、大楼、大气”的办学理
念，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国学院，
使人大面貌焕然一新。纪宝成由
此登上了权力与荣耀的巅峰，但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一名自称 为人 大 教授 的网
友在微博上发言称，纪宝成改变
了人大校园， 改善了教学条件，
盖大楼的功业巨大。但是，在他
的治下，人大也成了一个马屁盛
行的地方，纪宝成被拍成了著名
经济学家、商学家、教育家、国学
家。而为此言佐证的，源自他两
名“门下弟子”：一是纪宝成的亲
信、人大招生处原处长蔡荣生因

腐败接受调查；二是纪宝成的秘
书 、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被破
格提拔， 并与他私人关系“亲
密”。
“明星官员” 大多有作秀之
嫌，“明星校长”也未必都出自真
诚。正气凛然、锐意改革的“明星
校长”，为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甚至被举报多有“违法事实”？一
言以蔽之， 失控的权力作祟也。
知情人道，他让人大保持了一流
尊严的同时， 数一数他的事功，
哪一件不是出于大学行政权力
的魔术棍！ 多名教职工在受访
时，他们叫纪宝成“土皇帝”。说
来很滑稽，纪宝成是赞成高校去
行政化的， 不过他有独特的理
解。他说，“去行政化”并不是不
要行政管理。在实际的治校之路

非常语录

时务观察

大气首要污染源其实是人的观念
环保部日前披露，我国已经
完成了大气污染防治9个重点城
市的源解析。北京、杭州、广州、
深圳的首要污染来源是机动车。
（4月1日《中国青年报》）
因为这条消息发布在愚人
节，很多人调侃：这不会是环保
部开的一个愚人节玩笑吧？最简
单的反证是：纽约、东京等国外
大城市汽车远比京杭广深多，也
没有这么严重的雾霾。大城市大
气污染的罪魁祸首真的主要是
机动车吗？
治理大气污染，首先找到首
要污染源才能“对症下药”。而环
保部发布的源解析结论，是基于
严谨科学实证得到的结果，应该
还是比较权威的。但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市
民大概也有一千种大气污染解
读。说到底，公众热议大城市首
要污染源并根据个人见解提出
质疑， 也是对防治大气污染、解
除“心肺之患”的关注。所以在本

上，纪宝成却将“行政化做到了
极致”。有人大教授称，每逢校内
开会，会议都会按照严格的顺序
排座、发言，任何环节都不可越
级。但他可以例外，特别喜欢底
下人“越级”反映情况。
原来如此！ 高校去行政化，
只是除去上级部门的行政管理，
而内部仍要执行那一套僵化的
管理模式，为掌权者所用。这是
相当危险的，“明星校长”纪宝成
为我们上了一课。如今，高校已
经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建立
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但如果
书记或校长的个人权力没有受
到有效的制度监督，仅靠个人自
觉或修养，是很难保证高校在正
确的道路上前行的。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质上，不同的声音背后其实是相
同的期盼。
怕只怕都说“同呼吸，共责
任”， 推卸责任却从源解析就已
开始。比如说，治理机动车相对
算好捏的“软柿子”，将首要污染
责任推给机动车，于是地方政府
可以进一步扩权，压缩普通民众
合理用车的权利。 反过来也一
样， 因为很多网友本身是车主，
看到权威部门将首要污染源归
因于机动车，可能会有抵触的情
绪， 一方面想要呼吸新鲜空气，
一方面又不愿为之付出代价，这
样的心态也是要不得的。治理雾
霾最为需要的，其实是建立在共
识之上的主动行动。 换句话说，
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其实是
人的观念。
在个人层面，想要呼吸新鲜
空气，眼睛就不要只是盯着政府
和企业， 自己也应该有所行动。
比如，尽量少开车，尽量选择绿
色出行。在企业层面，不要为了

“尊敬的4星客户，您好！清
明将至， 陕西移动提前恭
祝您节日快乐……”

蝇头小利去违法排污，既害人也
害己，你的孩子和家人都将成为
受害者，因为你再有钱也买不到
特供的空气。同样，在政府层面，
为了发展为了政绩，再去走一遍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很不智
的行为。
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国企的
治污责任。 国企的最大合法性，
就在于其“为了国计民生”；眼
下，治污减排也许就是“最大的
国计民生”之一，该付的代价就
必须付。 比如油品的质量问题。
两桶油身为国企，掌握着油品标
准的制定权，既然京杭广深等大
城市的大气首要污染源就是机
动车，为何不能在提高油品质量
上早日“跟国际接轨”？
该做的却不做，自己的责任
却推给别人，宁愿相互指责也不
愿各负其责……你看，大气污染
的首要污染源，可不就是人的观
念么？
■舒圣祥

日前， 陕西省渭南市不少
用户都收到了这条问候短信。
只有你： 还是祝你们清明
节快乐吧！
天蝎：别骂他们了，谁会像
他们一样每天都给你问候，每
天提醒你该交话费了！
老刘：收到短信的用户，你
们现在还好么？

“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子。”
曾任南京六合区交通局副
局长的徐亚俊， 玩网络游戏差
钱时，工程老板赞助了他4万多
元。受审时如此说。
一般黑：你是不是还想说，
想做个好官都难？
三舞：这显然是贪官的“麻
醉剂”，掩耳盗铃。
云高不知： 果然是乌鸦嫌
猪黑，自己却不觉得。

给 588 元 /㎡装修点个赞
小刘是山东人， 来长沙打拼

智能马桶盖，“
方便”更方便

三年了，积攒下来的钱，再加上从
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一些，凑够了一
套房子的首付，就在去年买了一套

智能马桶 盖火 啦 ， 具有 除

做一个简单升级， 即可有舒适的

两室的房子。 过年前，小刘认识了

臭、便后冲洗、烘干、抗菌等功能

如厕享受。

女朋友小苏， 两人关系发展很快，

的马桶盖再也不用去国外购买，
96258 联合智能马桶盖便民服务

您家的马桶升级后，每次如
厕， 全自动的水洗功能代替手纸

于是小刘动了装修房子的念头。
过完年回到长沙后，小刘开

商特别推荐这款产品。 智能马桶

进行清洁， 而且具有多种冲洗模

始了解装修， 通过朋友介绍和看

盖也叫洁身器， 是一款智能化便

式，不但能更彻底地清除细菌、病

广告，去了几家装修公司，还参加

后清洗臀部的仪器。 不用在卫生

毒，还能起到按摩作用；温水冲洗

了一些装修活动， 对于装修方面
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技巧。 不过

配合暖风烘干，促进血液循环，预
防便秘、痔疮等；可移动的喷头，

信，他在下面评论了一句“588 元

面 80%是一线品牌，例如飞利浦、

间大动干戈，您拨 96258，我们的

/㎡是做不到全包装修的，是要亏

箭牌卫浴、金牌卫浴、康健瓷砖、

专业人员上门花 15 分钟换个马

本的喔。 ”
那个朋友看到了评论， 哈哈

王者瓷砖、嘉琦地板、巨迪橱柜、
嘉宝莉漆、华润漆、金杯电缆、恒

桶盖子，让您“方便”更方便。

满足男性、女性不同冲洗需求；座

多， 小刘一时半会还没决定选择

圈可加热，接触不再冷冰冰。

由于长沙市面上的装 修公 司 很
哪一家。“其实是手里的钱不够，

大笑， 也没有跟小刘详细解释，只

飞电缆、贝莱茵、天力管、日丰管、

96258 推荐的智能马桶盖安
装简单， 已经装修完了的家庭只

各家装修公司的报价超出了我的

是给了他一个号码——
—96258。 小

公牛等， 水电隐蔽工程保修 5 年

要由马桶专业人员花个二十分钟

96258 的智能马桶盖的操作
也很简单，只需简单按键操作，特

预算。 ”小刘笑笑说。

刘拨打了这个号码，才知道是三湘

+ 综合工程及材料保修 2 年，还

就能安装完毕， 只是对普通马桶

别方便于老人和小孩。

前几天，小刘认识了一个新
朋友， 在这个新朋友的微信里看
到这个朋友的房子刚刚装修好拍
的照片，还有一段文字说明，写着

都市报公众服务中心的号码，他忽

有三湘都市报全程监督。 小刘当

然对于自己的装修有了头绪。

天就决定选择 588 装修套餐，并

上门安装

第二天，小刘来到了三湘都

拿出手机， 在朋友的装修照片下

96258 加盟商将免费上门测量马桶尺寸， 推荐最匹配的马桶升级

面点了赞。
新房装修选择 588 套餐，快

服务，因为马桶升级必须经过通水、通电才能完成，如果家中的马桶附近

588 元 /㎡就把房子全部装修好

市报 96258 一站式家装体验馆，
了解到 588 全包装修只要 588 元

了。 588 元 /㎡？ 小刘一点都不相

/㎡，设计费全免，而且在材料方

拨打 96258 预约吧。

没有插座，专业人员会从电源处引一根电线到马桶附近，并且专业操作
让线路的安全性和美观性都能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