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王亮 版式编辑 周鑫◎

■一句话评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
视购物短片广告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卫视每小时限播一条购
物广告，每条不得超过3分钟；播出电
视购物短片广告时， 不得使用主持
人、“叫卖式”夸张配音、语调、动作等
作宣传。

———吆喝、咆哮、拍桌子式的“电
视购物广告腔”终于要消失了。

国家级贫旗(县)内蒙古四子王旗
乌兰花镇东南郊区，建起了四栋豪华
的欧式建筑。 近日，四子王旗建设局
局长回应记者称，建设接待中心的初
衷是为了招商引资。

———行政高效、服务优质，比“打
肿脸充土豪”更重要。

日前，福建厦门一所中学公布了
一份《关于如何界定男女生谈恋爱的
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在qq、贴吧、
短信、电话、手机等通信通话内容中，
有涉及男女关系的均视为谈恋爱”。

———是不是要全方位监视学生？
近日，有媒体曝光，甘肃一些农

村按姑娘的学历来作为索要彩礼的
标准。 通常的“价格”是：本科10万元，
大专8万元，中专6万元。 父母之所以
会这样算彩礼，是因为他们供女儿上
学借债付出了这么多学费。

———彩礼不过是形式，别反而毁
了爱情，毁了幸福。

点评：李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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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碧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开会
议，审议并同意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条例》， 同时要求各地坚持
从严从紧原则，抓紧制定实施细则和配
套制度，尽快形成立体式、全方位的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度体系。（10月30日
《湖南日报》）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
奢”。一旦我们党失去厉行节约和艰苦奋
斗的优良传统，就会脱离群众，进而危及
党和人民的事业。因此，党中央历来提倡

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三番五次“严禁”、
“不准”党政机关讲排场、比阔气，广大民
众拍手称好、积极回应。

事实反复证明， 单凭社会热情以及
舆论监督， 很难为反浪费行动提供内在
保障；即便高喊“严禁”和“不准”，如果没
有制度保障， 难免不流于形式和 “一阵
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需要
把浪费的权力关进遏制和杜绝浪费制度
的笼子里。此次中央《条例》的通过，意味
着将节约与反浪费提升到了法规高度，
为反浪费提供了刚性的制度约束。

邓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

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
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条例》
以刚性的制度约束、 严格的制度执行、强
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为切
实遏制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
纪违规违法现象提供了遵循。 然而，不容
忽视的是，中央的《条例》是从全国范围内
来制定的，很难体现地方差异性。

制度的有效“落地”，在于制度设计的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制度设定不厌其详和
其异，公款消费规定最怕统一和一律。 就
落实中央制度而言， 地方上贵在纲举目
张， 根据本地实际制定详尽的 “操作手

册”，该细化的地方要细化，该复杂的地方
要复杂。 地方如果没有详细的制度来深
化，没有体现更多的差异性规定，难免执
行落实“一刀切”，造成浪费就很容易。

《条例》的出台，为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确定了大的方向和总的规
定。期待全国各地一起“发力”，在落实、
细化《条例》上下功夫，给铺张浪费套上
笼头，让制度来管理，不让权力钻空子，
进而形成不愿浪费的自律机制、不敢浪
费的惩戒机制、 不能浪费的防范机制、
不易浪费的保障机制，走出一条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新路。

刘鹏

10月29日， 安徽宁国市民政
局网站一张疑似该市副市长汪军
看望百岁老人的照片有“PS”过的
嫌疑，引来网友关注。经记者求证
得知，当地重阳节慰问100岁老人
情况属实， 但照片确实经过PS。
（10月31日《人民日报》）

这张被网民讥讽 “最没技术
含量”的“悬浮”照，四位干部的图
像被刻意放大， 而百岁老人只能
蜷缩于图片一角。 相比于高大威
猛的干部， 矮小瘦弱的百岁老人
就像一个拎在领导手里的提线木
偶。造假术如此之低劣，难怪网民
一片嘲笑与谴责。

捅出这样的娄子， 应该不单
纯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其背后透
露的， 是一些官员的政绩思想太
重。明知道照片是PS的，甚至是作
假，官员还要将其“秀”出来，其目

的无非是展示自己的政绩。 要政
绩不要真假、丢原则不顾党性，可
见一些官员所好的， 并非民生如
何改善，他们在意的只是“到此一
游”式的成绩宣誓。

官员过于看重政绩令人痛
恨， 一些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根深
蒂固的轻民意识则令人心寒。 在
他们的潜意识里 ，“一切为了群
众” 只是一句台面上的官话，“只
唯上，不唯实”才是他们的行事标
准。在这种意识下，普通百姓无足
轻重， 上级领导才是他们要侍奉
好的“衣食父母”。于是，工作只要
领导满意就行， 宣传上必突出领
导的“高大全”，老百姓只是配角。

做了一点该做的事， 就要无
限放大， 而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
看得无足轻重。公权失了轻重，怎
能不使他们离老百姓越来越远 ？
有这种意识的官员，该好好“照镜
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了。

袁浩

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可能
是最不可能腐败的官员， 然而他
还是落马了。

说他最不可能腐败， 因为有
一段佳话流传甚广： 有一些老板
知道他不缺钱，于是就不送钱，只
送一些贵阳的购物卡给他。 落马
后的廖少华感慨： 送礼的人无孔
不入。 他至今还弄不清自己曾经
在中铁拿很高的年薪，并不缺钱，
怎么会对那点购物卡心动。（10
月30日《新京报》）

作为大型国企的原高层管理
人员， 天天和大项目大投资打交
道，拿着高薪，习惯了大手笔，自
然看不上地方官场上的一些小恩
小惠。然而，“不缺钱”的廖少华还
是掉进了钱眼里， 让我们不禁发
问：贪官究竟缺什么？

《吕氏春秋》中的一则故事，或
许能给人启发：齐国有个人一心想
得到金子。 一天清晨，他穿好衣帽
到了金子买卖地， 见人拿着金子，
上去就夺了过来。 吏役将他当场抓
获，问他：“人都在这里，你竟敢明
火执仗抢人家的金子，是何道理？ ”

他回答说：“我压根就没有看见人，
满眼里看到的都是金子。 ”

财迷心窍的齐国人“不见人、
徒见金” 的故事， 已成为千古笑
柄，这说明了一个道理：贪得无厌
的人的眼里，就只有金子、票子，
至于这些不义之财得到以后能不
能用，怎么用，以及自己为此要付
出什么样的代价， 可能连他们自
己也没想明白。 难怪有专家分析
贪官的犯罪心理时说， 这些人往
往贪得无厌， 但几乎没有人是因
为缺钱才去贪污受贿的。

说到底，贪官沦落，缺的就是
“德”。

“国之败也，由官邪也；官之失
德，宠赂章也”。一些贪官落马，就在
于他们官德沦丧，贪欲战胜了理智，
利益超越了责任，“利己”代替了“为
民”。 这样的官员，怎能不沉溺于灯
红酒绿、溜须拍马、中饱私囊？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为官者，把
官德修养放在首位， 以平和之心
待“名”，以淡泊之心待“位”、以知
足之心待 “利”、 以敬畏之心待
“权”，如此，才能以德修身、以德
立信、以德服众。

张枫逸

10月29日，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
征求意见。 《送审稿》规定的最低额赔
偿制度成为亮点。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
赔偿损失外， 还可向生产者或者销售
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
赔偿金 。 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 ，按
1000元赔付。 ”（10月30日《京华时报》）

2009年6月起施行的 《食品安全

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一赔二”
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了 “假一赔十 ”
的惩罚性赔偿。 不过，在食品尤其是散
装食品价格普遍不高的背景下，“假一
赔十”看似严厉，却并不具有多大的威
慑力。 现实生活中，恰恰是这些便宜的
小食品、散装食品，成为食品安全问题
的重灾区。 在社会诚信严重缺失的背
景下， 只有进一步加大对不法经营者
的处罚，划出食品安全的“高压线”，才
能树立厂家商家对于食品安全的敬
畏。

如今，千元起赔偿，不仅让惩罚性赔

偿有了底线， 更能有力兜底食品安全。
“赚个芝麻，赔个西瓜”，必将有力督促食
品生产者严把质量关， 经营者严把销售
关。同时，也能更好地调动消费者维权的
积极性。可以想见，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主动站出来， 形成民间监督食品
安全的合力。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网上销售食品
准入门槛低、经营地点不固定、缺乏正
规手续，假冒伪劣和“三无食品”混杂其
中的现象，草案还提出“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履行法定义务，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并先行赔付”。 此举不仅有效解决了
网购食品维权难、索赔难的顽疾，也能
倒逼电商规范管理，净化行业秩序。

照片“悬浮”，作风漂浮

贪官究竟缺什么

大家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反浪费根本出路在制度

■新闻漫画

千元起赔有利于消费维权

笑容哪去了
上班时侃侃而谈妙语连

珠，下班后却疲惫不堪，连一句
话都不愿多说； 酒桌上笑容满
面，家庭聚会就面无表情；挣工
钱时铆足了劲， 家务活却爱理
不理……这些症状，被称为“下
班沉默症 ”。 一项调查显示 ，
83.1%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患上
了不同程度的 “下班沉默症”。
(10月29日《楚天金报》)�
� � � � 出现 “下班沉默症 ”，说到
底，是工作对生活的过度挤压，

让生活失去了应有的节奏和乐
趣。

诗人泰戈尔曾说：“沉默是一
种美德，但在爱的人面前，沉默就
是懦弱。 ”静下心来想想，我们在工
作上那么努力，那么拼搏，最终不
正是为了给家人以更多的安全感
和幸福感吗？ 因此，放慢脚步，适当
工作， 主动过好自己8小时工作之
外的家庭生活，也不失为一种人生
智慧。

文/杨朝清 图/李宏宇

本报10月 31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郭莎莎） 在10月30日晚进行
的2013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暨全国
联赛总决赛中， 长沙市一中健美操队
一路过关斩将， 夺取两枚金牌 ,队员
杜莞圆还以个人赛第三名的成绩获得
了国家级运动健将的称号。

在国际年龄一组（12-14岁）的比
赛中， 长沙市一中健美操队分别以
18.538和18.588的高分夺得三人操和
五人操冠军， 同时也获得代表中国参
加11月3日在韩国举行的亚洲杯青少
年健美操比赛的资格。 明年6月，长沙
一中健美操队还将奔赴澳大利亚墨尔
本， 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少年健美操五
人操比赛。

10月31日，在泰国曼谷进行的第25届女篮亚锦赛中，中国队以55
比62不敌日本队，无缘小组第一，这是中国女篮(一队）16年来首次输给
日本队。 图为中国队球员赵爽（左二）与对手拼抢。 新华社发

长沙一中健美操
全国赛场获佳绩

本报10月 31日讯 （记者 王亮 ）
NBA一代巨星、 绰号“答案” 的艾伦·
艾弗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宣布退役，
他说道， “我为这个决定感到高兴，
我一直是费城76人队一员， 直到老死
那一刻。”

“我为篮球付出了一切，”38岁的艾
弗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对篮球
热情依旧，但已丧失打球的动力。 今天
对我来说是个难过的日子，不过我依旧
为我的决定感到高兴。 ”艾弗森的母亲、
孩子、76人队名人堂成员朱利叶斯·欧
文， 以及艾弗森的大学恩师约翰·汤普
森等人见证了他的退役。

退役一刻， 艾弗森感谢了很多人,
有三位他着重表示了感谢， 分别是：乔

治城大学男篮主教练约翰·汤普森、昔
日76人队主帅拉里·布朗以及“飞人”迈
克尔·乔丹。

“在别人都不愿给我机会的时候，
约翰·汤普森相信了我， 他的为人处事
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拉里·布朗让
我变得更加成熟， 在没有遇到他之前，
我有出众的天赋和运动能力，但是我根
本不懂篮球比赛； 迈克尔·乔丹让我爱
上了篮球， 他为我提供了一个视野，给
我指明了一个方向。 ”

艾弗森身高183厘米，是NBA历史
上身高最矮的状元，曾4夺得分王称号，
并于2001赛季荣膺NBA常规赛最有价
值球员。 15年的职业生涯中，除14年效
力于NBA外， 还曾于2010年加盟土耳

其的贝斯科塔斯俱乐部。
据了解，作为艾弗森职业生涯效力

最久的球队，76人队将于本赛季退役艾
弗森的3号球衣。 艾弗森一共为76人队
效力12个赛季，除没有获得总冠军戒指
外，“答案”赢得了其他所有荣誉。

对于未来，艾弗森没有给出明确信
息。 据了解，目前他正在拍一个关于自
己的纪录片。不过他透露未来肯定要以
家庭为重，“以前我是个糟糕的父亲，我
希望退役后能弥补这点。 ”

作为一代巨星，艾弗森在赛场外也
颇具争议，经常与打架斗殴、酗酒、吸食
大麻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坏小子”。 由
于近几个赛季无球可打，他也一度被传
出濒临破产的消息。

艾弗森宣布退役 江湖再无“答案” 中国女篮16年来首负日本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