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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沈阳百岁老人为芦山震区捐出
!"

万

元存款一事引发社会热议" 有网友指出!未能在

网上查询出老人捐款信息" 沈阳市红十字会赈

济救护部部长卢兵则表示!#个人单笔捐款的具

体信息在向上汇报的过程中就好像支流汇成海

洋!总量可以保证!但要分清每一笔捐款具体流

向!几乎不可能" $!见
#

月
#

日"京华时报#$

根据规定!省市两级红十字会经手的善款!

不能直接购买救灾物资! 需要总会统一支配%

这个款项逐级上报综合汇总的过程 ! 的确跟

&支流汇成海洋$ 有些相似% 大海里的每一滴

水 !很难上溯其一路奔流的足迹 !但每一笔捐

款的具体流向却完全可以分清!也必须做到清

晰可见%

每一笔捐款都代表着一颗滚烫的爱心 !知

道其去向!用于何地!用于何事!既是对捐赠者

善心的尊重!也能树立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吸引

更多的人投身公益事业% 反之! 捐款的去向成

谜!难免给公众留下&善款被挪用!爱心被辜负$

的遐想空间! 也不利于社会监督善款使用% 最

近! 媒体就曝出汶川地震期间百余艺术家定向

捐赠的
$%&'

万元善款!被红十字会挪用于&博

爱家园$项目%

诚然!捐款浩如烟海!具体明细每一笔账款

的来龙去脉!确实是个浩大的工程!但这也并非

不可能做到% 快递业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物流业

高度发达的当下! 每天经手的快递不计其数!但

每个消费者寄完快递后!都可以随时在网上查询

快递投递'分拣等状态!见证快递抵达目的地的

全过程" 只要有心!这不过是个技术问题"

事实上!国外慈善机构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

样" 美国红十字会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用于接受

善款的页面!在这里人们可以选择自己所捐款项

的去处!也可以看到捐款用在了哪些地方" 在捐

款的同时只要留下自己的住址信息!就可得到红

十字会的官方回复!以作为对捐赠者的感谢和凭

证" 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开捐款去向并未给美国

红会带来太大的管理成本压力" 数据显示!

'"!!

年美国红十字会总支出为
(%)%

亿美元! 行政管

理经费只占到
%*

左右"

对于慈善机构来说!每一笔捐款清晰可见看

似增加了管理负担!实则更有利于管理运作" 一

方面!全程公开可以让社会监督全程参与!减轻

机构内部监管的压力(同时!遇到特殊情况需要

调配使用捐款时!慈善机构也能及时与捐款人沟

通!在不违背其意愿的前提下!让善款更好地发

挥作用%

慈善透明的字典里不该有&不可能$% 对于

饱受郭美美事件后遗症困扰的红会来说! 更应

不遗余力推动慈善透明完成自我救赎% 有关人

士指出! 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大型慈善组织可

以做到每笔捐款全程公开!倘若红会敢为人先!

引领慈善透明新风! 这何尝不是一次重塑公信

力的契机)

!+

天界召开降妖伏魔招聘大会%孙悟空刚从

菩提祖师处学艺归来%也想找个工作%可刚到

门口%就被四大金刚拦住%问他要文凭%孙悟空

只是肄业%没文凭%便说&'文凭不过是一张纸%

你职场要的应该是真本领( 俺有七十二变的神

通%筋斗云的神功%让俺进去中不中) *

四大金刚从鼻子里哼一声 % 八条臂膊伸

出%把那门拦得死死的( 孙悟空气得一蹦三丈

高%嚷道&'不信%咱来比一比%看谁有本领( *四

大金刚懒得搭理他%这时%旁边一个黑小伙拉

了他一下%说&'猴儿哥%俺猪八戒好赖也是高

老庄降妖大学本科毕业%还进不了呢%你连个

文凭都没有%还想进%做梦+ *

孙悟空从师父那里听来的教训%待人要谦

虚谨慎%便作个揖%问道&'猪大哥%敢问这是为

何) *猪八戒嘟哝着说&'为何) 人家只招收,尔

要要 -高校的弟子 %别的 %连进门的权利都没

有%哪有机会和人家比试( *

孙悟空问&'何谓,尔要要-高校) *猪八戒

说&'就是天庭重点办的重点院校( *正说着%便

见二郎神. 哪吒走进了招聘会场( 猪八戒指着

说&'看见了吗%那个三只眼的%是西王母任校长

的斗牛宫大学毕业/那个三头六臂的%是太乙真

人任校长的乾元山金光洞大学毕业( 可那些学

校%像俺这样种地出身的%哪里考得上呀) *

这里说着%旁边一个大汉大哭起来&'想俺

沙悟净出身渔民%整日风里来%浪里去%俺老爹天

天给俺念叨%说别像他这样%没法术没本事%知识

改变命运%好好上学(俺便寒窗苦读%流沙河伏魔

大学毕业了%却连招聘会的大门也进不了( *直哭

得那张脸'青不青.黑不黑*%晦气十足(

他这一哭%惹得猪八戒也哭了%说&'谁说不

是呢% 俺老爹何尝不是给俺这样说% 俺学也上

了%业也毕了%还是找不到工作( 唉%如此一来%

代际传递%不只是俺%俺的儿子孙子滴滴拉拉重

重孙子%也翻不了身( *

这边哭呢%那大门处出来个女的%也嘤嘤地

哭%猪八戒擦干两只丹凤大猪眼一看%是美丽的

观音菩萨%忙过去安慰&'观音姐姐%你是如来佛

祖办的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正牌的,尔要要-

呀%怎么也哭上了) *

观音菩萨泪光莹莹说&'你不知% 就业歧视

实在太多%不光有,院校门槛-%更有男女之别%

只为俺是一个女的%人家便嫌弃%只好读博去(*

孙悟空脾气不好%咬牙说&'这样地不公平%

怎么能保证选拔多样化人才% 怎么会有利于社

会阶层流动) 俺要告到玉帝那儿去( *沙悟净拦

了他说&'还是算了吧% 天庭教育部门早就说不

准就业歧视了% 可没有硬措施% 哪个部门愿执

行) 毕竟%部门里都是,尔要要-毕业的%人家部

门也有面子%天庭里地位就高一些嘛( *

孙悟空气得屁股都红了% 这时正好一个叫

花果山的小公司招聘
,-.

%便无奈地想&'只要

有本事%哪里闯不出一片天地来( *便投奔花果

山去了(猪八戒.沙悟净见了%也长了志气%一个

回高老庄当个'农业科学家*%一个跑流沙河办

了个航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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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透明并非!不可能"

!

众 议

孙悟空求职记

!

画中话

!

时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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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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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雄

据央视的每周质量

报告!湖北省教育厅政府

采购 *新华字典 +

('"

万

册!由政府拨款当地省新

华书店中标!崇文书局出

版!该字典中标价格高于

零售价格!更要命的是这

个版本字典居然无主编!

只是拼凑起来的盗版书%

!见
#

月
/

日 "东南快

报0$

!+

图
0

王怀申

在福建漳州南靖县! 两名被当地镇政府雇

请来负责无公害处理病死猪肉的工作人员!将

捡来或以几毛钱一斤买来的病死猪! 私自屠宰

后!运往湖南'广东等地!最终流向餐桌%短短三

个月! 两人竟卖出近
%"

吨病死猪肉! 案值达

(""

余万元% !见
#

月
#

日1潇湘晨报0$

'羊肉牌*老鼠肉%'放心牌*病死猪肉22要

不是公安部专项行动%这些潜规则可能还要循环

下去( 有人说%国人的'百毒不侵*就是这么炼成

的/还有人说%当我们以为只是吃了牛羊肉时%其

实是吃了一整座动物园( 各种坑蒙拐骗丧心病

狂%在脆弱的食品安全领域触目惊心地上演(

有一点是肯定的& 专项行动解决不了常态问

题%肉制品质量安全失守的根源%在于事前的监管

乏力( 两个职能部门的'临时工*%短短几个月竟

突破食品安全的重重防线%将病死猪肉送到千家

万户的餐桌上%这究竟是作奸犯科的'神奇*%还

是看门护院的不作为) 在福建漳州南靖县%相关

人员就直言病死猪处理其实'无人监管*(

再者%猪肉质量监管链条何其薄弱( 从生产

部门到流通部门%从交易部门到监管部门%唯有

产供销一条龙'合谋*%才能让病死猪肉'起死回

生*%只要一个环节较真%这些明目张胆的问题肉

就不会招摇而过( 这再次证明一个浅显的道理&

先是监管无奈禽兽%后才有无良商贩禽兽不如(

好在前几日%最高法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0%

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 但愿重

典治乱能还老百姓餐桌一份安全(

!+

,邓海建-

谁让病死猪肉
!起死回生"#

1234!!/5!/()678

责任编辑 薛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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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二
!"#$# %$&'(

!

问责不能只!问"不!责"

近年来! 针对突发事件之后的官员问责机制广受

关注%公众在称赞多个地方政府积极回应'快速问责的

同时! 也提出了质疑! 高调问责之后后续追责杳无音

信'问责官员免职后调任其他职位等情况多次出现%原

本旨在惩戒官员的问责机制!成为一些地方应对舆论的

手段% !见
#

月
#

日"中国青年报0$

问责机制本是对官员的行为和后果进行追究责任

的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沦为一场'秀*%只有表面

上的'问*%没有彻底的'责*(致使官员问责机制有被虚

化的危险%近乎变成堵住悠悠之口的应急措施(

地方政府重视舆情是好事% 但问责机制有时流于

形式%往往拿免职搪塞民众%试图蒙混过关%则难免会

让民众失去信心(有些行政问责手段只是'罚酒三杯*%

难以起到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 比如泰州管委会官员

下跪一事中%涉事官员本就身兼数职%被免去的只是其

中一个职位%事后仍然正常工作%哪里谈得上处罚)

只'问*不'责*%问责机制就有形同虚设的危险%失

去了追究责任的本义% 也无法充分发挥惩戒效力( 可

见%问责机制应重在'责*上%不仅要及时'问*%更要认

真'责*%方能达到问责效力(

!+

,江德斌-

历史原因成了!创可贴"#

针对网上*奥运冠军张继科七年工资被冒领+的实

名举报!青岛体育局书面回应称!是发帖人假冒该局机

关干部发帖%对于冒领运动员工资一事!则回应称涉及

运动员的进出流动!属历史原因!系多年形成的一些做

法% !见
#

月
%

日"西安晚报0$

对于运动员工资去向问题%对于公众质疑%有关方

面只是用'历史原因*做了回答(其实%用'历史原因*来

回应公众的质疑%是很多地方部门最常见的手法之一(

比如据"羊城晚报0

%

月
!+

日报道%深圳市社保局间接

办公司%出资来源成疑%引发社会热议(

%

月
''

日%深

圳市社保局承认深圳市社保物业公司是社保局在

!++#

年从社保基金中提取
#""

万元注册的%但同时表

示% 社保物业公司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直没有与社保

局脱钩( 一个'历史原因*就打发了公众的质疑(

'历史原因*为什么战无不胜) 因为'历史原因*可

以发挥两个作用&一是遮掩(只要打出'历史原因*的旗

号%事情的真相就被掩盖了%时间过久%环境变迁%当事

人难寻%整个过程也都说不清了( 于是%'历史原因*成

了一块巨大的创可贴%遮住了脓疮和伤疤( 二是瞒混(

既然是'历史原因*%就不是那么好解决的了( 于是%凡

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问题不仅可以理所当然地拖下

去%而且可以成为不解决的借口(

我们必须警惕和防范的是% 把本来是人的责任推

给'历史*(一些问题的发生和沿袭%并非特定历史条件

下的产物%只是因为错误沿袭的时间比较长而已%于是

就记在'历史*的账上%'历史原因*不过是编造出来的

一个借口%是卸责的一块遮羞布(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解决问题(问题不调查.不纠

正.不解决%就会成为历史的疮疤(

!+

,殷国安-

!

新世说

一!活动口号"美丽河南 你我共建

二!活动内容"

!

举办美丽河南系列先进单位推选活动

为了在全省营造氛围% 宣传美丽河南建设的成果%主

办单位将依靠读者投票.专家打分的方式%推选美丽河南

建设先进单位%并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发展模式(

推选原则"公开 公正 公平

推选流程

"#

候选对象推荐

通过进行宣传和社会告知% 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

与推选活动/社会各级组织.各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都

可推荐(有关单位和企业也可自我推荐(被推荐单位和

企业可在自愿基础上参加本次活动( 参选企业单位要

对照相关评选标准%实事求是地撰写申报材料%并按时

提交组委会(

地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

号河南日报报业大厦

"&'%

办公室

邮编&

()***%

收件人&李保平

邮箱&

+,-.$*"&/"0&#123

$#

初选和公众投票

对被推荐企业或单位进行综合评价% 经过组委会办

公室初选%将符合参选条件的企业或单位作为候选对象%

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评议和公众投票(

&#

评价标准

社区获得过国家. 省级政府命名表彰 % 如文明社

区.生态小区等(

社区品牌形象好& 该社区在当地具有良好的品牌

形象(社区居民户数应具有一定规模%一般应达到
$***

户%新建小区入住率达
%*!

(

社区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配合有关部门为小

区污水纳管和雨污分流工作创造条件(

社区环境卫生好% 社区可绿化面积都得到有效利

用%绿化成活率达到
4*5

以上(

居民对社区环境满意率大于
%'!

(

(6

专家评审'组委会认定

在公众投票基础上% 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候选企业

或单位的推荐材料进行充分讨论和会审% 评审出候选

名单%确定推选结果%呈组委会认定(

)6

隆重颁奖推介

在合适时机% 组委会将邀请省政府及省有关部门

领导.新闻媒体记者举办新闻发布会%隆重向社会公布

推选结果%并举行授牌仪式%推介获奖企业和单位的获

奖事迹(

在活动过程中%"河南日报0 将拿出大量版面进行

宣传报道(

时间安排"整个活动从
$'"&

年
(

月中旬开始到
""

月底结束(

奖项类别"美丽河南333河南绿色宜居社区

届时% 将开办专门网站% 在全省主流媒体发布新

闻%宣传本次活动%并大力宣传各先进单位的经验(

.

举办'美丽河南建设高峰论坛*

日期"

$'"&

年
"$

月

地点"大河锦江饭店

届时%邀请省内外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就美丽河

南的建设发表主旨演讲%举办高峰论坛( 并特邀相关国

家级媒体代表%在全国层面宣传'美丽河南*建设( 具体

事宜由组委会办公室统筹安排(

联系人"河南日报社 朱继红

"%0&7"447%%

建设美丽河南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河南省环保联合会决定联合举办#美丽河南系列公益推广$暨#建设美丽河南高峰论坛$活

动%活动将依靠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舆论影响力!大力宣传美丽河南建设的先进理念和先进典型!

在全国展示#美丽河南$品牌!以此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创建美丽河南的工作%

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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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官方网站 "&''()**+,&-.&-/0.11

主办单位
)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河南省环保联合会 网络支持
)

大河网 河南政府网 支持媒体
)

河南日报 大河报 河南商报 河南法制报 今日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