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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号码：06�07�13�14�15�+�01�04

1309316213.6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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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 每注奖金（元）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

1
0
62
9
403
131
15445
5318
319920
111992
3264803
3718084

10000000
———
156532
90919
8519
5111
200
100
1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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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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开奖号码：6�2�7�0�1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6�2�7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7440
0

13355

1040
346
173

7737600
0

2310415

17 100000 1700000

下期派奖奖金 99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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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诚信比政绩更重要

余以为

抢拜“神树”与“高考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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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事关人格品性的方面都可以毫无底线地弄虚作假，那么需要政绩作假时他
们一定也会毫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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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安徽省六安市毛
坦厂中学， 近千名高三陪读家
长不断涌入“神树”所在的窄巷
中，赶在零点时分抢拜“神树”，
抢烧高考前最后一个农历十五
的头柱香， 祈求孩子在高考中
博得高分。结果，引燃瓦棚险酿
火灾。（6月1日《新安晚报》）

再过几天， 就是全国夏季
高考。对于全国950万高考考生
与其家长而言， 这一周的意义
不言而喻。这一周，他们小心翼
翼，认真打理整个家庭的饮食，
给孩子提供最安静的学习与睡
眠环境。同时，许多家长们还要
“临时抱佛脚”。于是，全国著名
高考加工厂———毛坦厂中学的
家长们，才有了抢拜“神树”的
壮观景象，即便火势汹汹、危险
异常，也在所不惜。

别急着批判毛坦厂中学的
高三家长们。 因为按照往年新
闻报道内容， 在接下来的一周
时间内， 将会有更多的高三家
长跑到跟高考没有几毛关系的
一些神佛跟前去祭拜。

在高考决定命运的“成功
论”左右下，拜佛、拜神、拜树的
普遍化， 正在说明整个社会已
经建立起了对于高考绝对虔诚
的信仰。高考决定一生，这样的
论调，无所谓好，无所谓坏，无
所谓正确，也无所谓错误。我们
吐槽高考的残酷和分数决定论
的荒谬，但谁也不能否认，高考
之前的学习帮助我们每个人构
建起了最基本的知识构架，帮
助我们在城市找到了工作，然
后买房、结婚、生子，然后让孩
子上学参加中考和高考。

网络中的一些段子， 尝试
着让一些家长和学生学会放
松。然而，在高考之前，没有任
何理论或心灵鸡汤能够让人
放松，因为高考本身就是一碗
无敌的心灵鸡汤———它永远
是进入大学的敲门砖，是农村
学生进入城市最安全、最体面
的路径。

在社会阶层固化， 在收入
差距大到基尼系数不敢公开，
在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逢进必考且高学历化的语境
里，高考的重要性就摆在那里，
任谁也不能改变。 只有让整个
社会去高学历崇拜化， 并缩小
社会收入差距，加大创新、创业
的步伐， 才有可能让高考不再
是全民信仰。

■王传涛

全国百优县委书记评选之
际，拟推荐的黑龙江宝清县委书
记朱海涛学历引发质疑。网友声
称，其公示简历中的美国加州美
国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系“野鸡
大学学历”， 教育部2010年底公
布的一万多所正规留学高校名
单中也查无该校。今日，黑龙江
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中心回应
称，正紧急核查。中组部相关人
士则称，他们也是注意到网帖才
关注到此事， 调查后将及时回
应。（6月1日《南方都市报》）

“野鸡大学”， 一般是指那些
没有经过权威机构学历认证的大
学，从“野鸡大学”获得的学历文
凭，称之为假学历、假文凭，亦无
不可。美国加州美国大学，虽然不
像唐骏“就读”过的西太平洋大学
那么名扬天下，但2010年，方舟子
曾揭批过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张
建华也是这所“野鸡大学”的

MBA毕业生， 当时闹得沸沸扬
扬，至今亦令人记忆犹新。即便孤
陋寡闻，这所大学在教育部“查无
该校”，就已足够验明其“野鸡身
份”。为何县委书记朱海涛就毫无
警觉，甘愿受骗上当，还堂而皇之
将此见不得人的学历写入简历？
而有关部门为何也麻痹大意，让
有学历造假嫌疑的人员顺利通过
初选，差点成为“全国百优”了呢？
是疏忽大意，还是熟视无睹，见多
不怪了呢？ 这些疑问期待有关部
门深入调查之后， 能够给出令人
信服的回应。

抛开此个案不谈， 近年来，
领导、干部在评优、升迁过程中，
弄虚作假屡见不鲜。除了学历造
假，还有年龄造假、身份造假、履
历造假。在中纪委公布的2014年
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
中， 巡视涉及的20个省份中，有
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干部

档案造假。 在某些地方，“洗档
案” 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潜规
则：改“三龄”，年龄、工龄、党龄；
改“两历”，履历和学历；改身份，
骗取干部身份……经过这一套
套“整容术”之后，那些原本不达
标的人员， 就像变形金刚一样，
变成了百里挑一的优秀人才。但
这些人能一时瞒天过海，却瞒不
过民众雪亮的眼睛，坊间早有微
词 形 容 那 些 作 假 的 领 导 干
部———“年龄越填越小、 工龄越
填越早、学历越填越高、身份越
造越假”，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余
全是假的。 言语或许有些偏激，
但也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弄虚作
假对党和政府的公信权威有多
么负面的影响。

对于这种种造假现象，《人
民日报》 曾经评论：“领导干部
应是诚信典范、道德楷模。如果
连自己的年龄都不讲诚信，还能

指望他在别的方面保持纯洁？”
诚哉斯言！对于官员来说，诚信
其实比政绩更重要。有些官员认
为自己作假， 只是因为年龄、学
历的某一项没有达到任职的新
要求，万般无奈，方才出此下策。
貌似委屈，其实不然。人无信不
立，官员如果在诚信方面还不如
普通人，那又有什么资格让民众
信任你？何况，既然事关人格品
性的方面都可以毫无底线地弄
虚作假，那么需要政绩作假时他
们一定也会毫不犹豫。

中纪委网站日前也刊文指
出：“搞假年龄、假学历、假婚姻，
篡改档案，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这都不是小错误，而是欺
瞒组织，是对党不忠诚”。可见，
对官员作假零容忍已成上下共
识，是该清理官员不良品性的时
候了！

■本报评论员 赵强

96258等待您的出现
本报 96258 推出便民服务以来，

受到了众多长沙市民家庭的欢迎。 目
前，96258 旗下涉及多种生活服务项
目，包括家电维修、家政服务、开锁修
锁、家电清洗、机票预订等。

为更好地服务本报读者，96258
将在原有的基础上， 继续扩大其服务
范围。如果您是诚信的商家，并愿意和
我们一道，给长沙市民提供快捷、周到
的服务，欢迎加入我们！

便民招商
招商项目：管道疏通（洁具维修，

化粪池清理）

招商要求
1.加盟对象：信誉好、有实力、证

照齐全，并且能接受 96258 营销政策，
配合公司各项工作的服务企业、 个体
工商户；

2.招商范围：长沙中心城区
招商热线：96258

“家里的手摇晾衣架出故
障， 手柄断了， 钢丝绳也生锈
了， 想请便民师傅上门修一

修。 ”昨日，天心区的金女士打
进 96258预约服务。

96258 便民吴师傅很快上
门检修， 发现手柄断裂是因为
晾晒衣物过重导致。 而金女士
家的晾衣架使用时间长， 日常
又疏于保养， 钢丝绳已经氧化
生锈。在更换新配件之后，晾衣
架又恢复了正常使用。

吴师傅提醒， 一般情况
下，手摇晾衣架平均使用寿命
是一年半，但如果使用方法正
确， 加上日常保养与维护，可
以让它的寿命延长 3 到 5 倍。
特别是滑轮和钢丝绳，要定期
擦拭润滑油， 半年维护一次，
这样才能在使用中减少摩擦，
让手摇更省力。 同时，晾杆要

定期清洁，一般两个月清洁一
次，如果晾杆积灰后，长期不
清洁，会使晾杆氧化、起斑。 另
外，晾挂重物时，尽量分散挂
开，不要集中在一处，以免晾
杆变形。

如果您家里需要安装或维
修晾衣架， 只需拨打 96258，维
修人员将尽快上门。

入夏后， 长沙气温居高不
下， 这令长沙双塘路的施先生
烦恼不已。原来，施先生年逾古
稀的老母亲患有严重的白内
障，一见到阳光就会流泪，尤其
不能去西晒的厨房， 刺眼的光
线，老人一见就觉得眩晕。

可上周， 他们到亲戚家做
客， 窗户没拉窗帘， 阳光照进

来，老母亲的眼病竟没犯。施先
生仔细一看才发现， 是窗户贴
了隔热膜，才让阳光不刺眼了。

回家后， 施先生立即拨打
96258 预约玻璃贴膜服务。 半
个小时后，师傅上门测量尺寸，
次日就带着专业工具和隔热
膜， 给每个房间的玻璃穿上了
“防晒衣”。

很快， 室内的光线就变得
柔和，白天也不怕拉开窗帘了。
看着老母亲开心的笑容， 施先
生由衷地高兴。

96258 推出的品牌隔热
膜， 隔热效果好， 不起泡不发
皱，也不阻挡视线。 炎炎夏日，
快拨 96258 热线为家人筑起一
道“防护网”吧！

窗贴隔热膜 柔化强光护双眼

晾衣架维修 就拨 96258

“炒股跟种庄稼一样，不
能太着急， 今天种下去
过几天挖出来， 肯定没
收成，得等一段时间；但
是一直等， 庄稼就会烂
在地里。该等就等，该卖
就卖。”

陕西省出现“炒股村”，
兴平市马嵬镇南留村全村
100多股民凌晨干活白天炒
股。村民刘军航如此说。

缘分天空： 连大叔大妈
卖点苹果种地的钱都不放
过？

蚂蚁：确定这不是软文？
新一轮的种韭菜开始了？

十字真言：股票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半径：看得透彻，不知操
作如何？

非常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