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分析时局
点评世事
有趣有料
篇篇干货

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等着您

责任编辑 孙 勇 HENAN DAILY 52015年 3月 24日 星期二
中原时评中原时评 zysp116@163.com

□温国鹏

□薛世君

●众 议

●画中话

古
今
谈

想想八年拿不到房本的市民
3 月 20 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

召开的呼和浩特市“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主
题活动动员大会上，讨论到房地产市场的遗
留问题时，呼和浩特市委书记那顺孟和曝光
自己居住近 8 年的房屋到现在“房本”还没有
拿到手，调侃自己的同时语气也流露出一点
无奈，并指着参会的另一名领导干部打趣到

“我知道你和我住同一个小区，你也没有房本
吧？”（见 3 月 23 日《东方早报》）

现身说法的说服力无疑要远远大于一般

的言辞安慰，尤其是作为市委书记，一句“我
犹如此”很容易让市民在心里发出一声“何况
我们”的无奈叹息。为“房本”纠结的不仅仅
是咱普通老百姓，书记都和咱同病相怜，带着
这样的想法，市民的怨气应该会小一些，对于
政府部门拖拖拉拉的工作作风的不满应该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堂堂书记都等了 8
年，普通市民就算是等上 9 年 10 年似乎也不
是不可接受吧？

问题是虽说都是多年拿不到“房本”，但
就这一问题承担的焦虑和郁闷而言，普通市
民和手握大权主政一方的书记之间能划等

号吗？显然不可能。正因为如此，虽然书记
一再强调自己也是 8 年没拿到“房本”，但市
民未必会买账，恐怕也不一定认为书记是在
和自己“共苦”。不得不说，住房 8 年仍无“房
本”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书记自己固然
不能因此而心安理得地任由这一纪录继续
保持甚至被刷新，而市民也不会因此就把满
肚子的怨气化为乌有。

市民需要的不是一个足够分量的“战
友”来证明“房本”的确难办，而是书记能真
正瞪起眼来关注这一问题。“房本”难办究竟
难在什么地方？谁又应该为此负责？责任

部门又受到了什么样的问责？什么时候能
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让市民和书记一起“同
甘”？更重要的，如何才能提高行政部门的
办事效率，完善问责流程，让类似的情况不
再发生？

毫无疑问，这些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
官员们需要真正努力去改进的地方。市民希
望看到的，可不是官员和他们一起成为不尽
如人意的政府服务的牺牲品，更不希望“我的
工作没做好，我也很受伤”之类成为官员的口
头禅，毕竟，官员的与民“共苦”略显矫情，而
市民的操心郁闷却是事实。⑧5

前不久，有两份报告都将关注的目光
投向了“幸福”。一份是央视财经频道发布
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 2015
年全国四成家庭感觉生活幸福；另一份是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国
民幸福报告 2014》，报告显示，学历越高的
人居然越不幸福——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小
学毕业生，最低的是博士学历人群。

身体越健康越幸福、体制内的比体制外
的幸福、结婚的比未婚的幸福，这些俗常论断
基本上都在意料之中，也都很容易理解。可
学历越高的人越不幸福，乍一看就多少有点
意外了。不过仔细想想，似乎也不难理解。
学历低的人期望值没那么高，容易满足，学历
高的人一般自我要求较高，现实稍不如意就
可能感到失落。说到底，幸福是一种自我感
觉和自我满足，网上有句话说得就很有道理，

“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
说起幸福，大家掰扯最多的，往往是幸福

与金钱的关系。记得央视曾经大张旗鼓地做
过一个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回答五花八
门，但在这些回答中，幸福始终与一个字形影
相随——钱。老话不是说“仓廪实而知礼
节”，又说“饱暖思淫欲”嘛，其实在某种意义
上，说的都是金钱财富之于幸福的重要性。

我们大都听说过“钱财乃身外之物”的
通达之语，也可能见识过“视钱财如粪土”的
豁达之人，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这恐怕只
是一种难以企及的超脱想象。“人为财死，鸟
为食亡”，真正不受金钱财富羁绊的智者能
有几人？《国民幸福报告 2014》就显示，物质

财富仍是决定幸福程度的关键因素，收入或
资产越高，幸福指数也更高。《小康》杂志也
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提高工资水
平”是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

对普通民众而言，柴米油盐酱醋茶，衣
食住行医教保，哪项生活细节，流淌的不是
白花花的银子？论起幸福来，又怎能超脱
于金钱之外？美国有位学者罗伯特·莱恩，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虽然当财富达到一定
程度时，幸福感不再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显
著增强，但是在财富达到一定高度前，财富
的增加确实会增加幸福感。

不过，幸福似乎也不是钱多少的问
题。有学者就认为，影响幸福的主要是财
富的使用和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多寡，提高

幸福感的首要前提就是解决收入和分配的
不公平。这也是为什么“涨工资”最能提升
幸福感，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收入分配
改革方案的一举一动，总让人牵肠挂肚，因
为这跟大家的幸福直接相关。

在电影《耳朵大有福》里，范伟有句台词
将幸福说得更直白浅显——幸福就是，我饿
了，看到别人手里头拿着个肉包子，那他就比
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件厚棉袄，那
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
那了你就比我幸福！ 看来幸福也是比较出
来的，这就无怪乎现在“攀比”心态像荆藤一
样蔓延，“炫耀性消费”、“炫富”几乎成了一种
时尚，而越是这个时候，越能显示出古人那
句“知足常乐”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⑧5

“ 千 古 是 非 浑 忘 了 。
有时独自掀髯笑。”这是张
元斡的词，说是浑忘了是
非，其实忘不了，还在强调
是非。矢志抗金，多有战
功，可被秦桧诬陷，被捕入

狱，削籍为民，张元斡只能“唾壶空击悲歌缺”，把
慷慨悲凉、抑塞磊落之气填满词中。

可如果他知道后人混淆是非，把他经历的那
段历史弄成鬼话，怕他连“掀髯”苦笑也不能够，只
能是气得吐血再死一回。

打着精忠之名的《说岳全传》，其实是在消解
忠义。岳飞前世是大鹏金翅鸟，太过刚猛，啄死
了佛前放屁的女士蝠，啄瞎了铁背蛟龙的眼睛，
打死了团鱼精，所以，他就会受到脱胎转世的三
个妖精王氏、秦桧、万俟卨报复。这样的鬼话一
说，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把所有是非
都混淆了。是非不彰，该弘扬的价值不能弘扬，
该扫荡的污浊不能扫荡。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
愿”就大量出现，唯唯否否，含含糊糊，模棱两
可，左右逢源，就成了很多人面对是非的态度。
于是，像这样的情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你说那个人打一个老人不对。他说，也是，不过
听说那个老人会不会是个贼？唉！是非哪里能
说清楚。

前不久，有个女孩子被男友杀死。可接着就
有爆料说：女孩儿有“外遇”，男友才下毒手。接着
又有评论：爱之切，恨之深。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即使女孩真的有了新男友，咋就叫“外遇”？那是
法定的权力。变爱自由，怎么成杀人的理由。

桓谭讲个寓言，说一人家败亡是因为“善善而
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都说法制好，可面对具体
事，却首鼠两端，以“乡愿”的视角来猎奇，法制精
神还怎么弘扬？⑧5 （吕志雄）

是非不可混

据 新 华 社 22 日 报
道，不管是给老百姓打
井的钱、修河道的补偿
金，还是村里土地山林
几 十 万 元 的 承 包 款 ，9
名村干部怀着“有福同
享”的心态，吃拿卡要，

“抱团”侵占。浙江天台
县隔水江村 9 名村干部
利用职务便利，将累计
44 万 余 元 的 集 体 财 产
占为己有。3 月 20 日天
台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9 名村干部犯职务侵占
罪。⑧5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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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流拍不必大惊小怪
21 日，第二批中央公务车竞拍在花乡汽车交易市场开始第二

场拍卖会，但是现场气氛却远没有第一场拍卖会火爆。据悉，122
辆参与竞拍车辆共成交 115 辆，115 辆车的总起拍价为 339.5 万元，
总成交价为 594.1 万元，平均溢价率为 75%。现场还首次出现流拍
现象，共有 7 辆竞拍车型无人举牌叫价。（见 3月 22日《京华时报》）

不可否认，与第二批中央公务车第一场拍卖会的溢价率高达
150%相比，第二场拍卖会的溢价率降至 75%，并且有 7辆公务车无
人举牌叫价而流拍显然有点冷场。但是，从中央公车拍卖至今的
实际情况看，公车拍卖遇冷其实是一种误读，只不过是公车拍卖
回归理性罢了。事实上随着地方公车改革的推进，公车拍卖将成
为常态会，购买二手公车“沾官气”的心理会逐渐消退，按照市场
规律参与竞拍公车的会逐渐多起来，竞买人也会逐渐趋向理性，
公车拍卖的价格高低以及能否拍卖出去，最终都由市场决定。不
会因为是公车，就一定能拍卖出去，就一定会卖个高价。公车拍
卖终究属于二手车交易，只能由市场行情说了算。竞拍者是否愿
意购买二手公车，关键要看拍卖公车的品牌、车况、使用年限、行
驶里程等。如果公车品牌市场认知度不是很高，车辆本身的质
量、性能又不太好，流拍也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的。⑧5 （何 勇）

“鬼城”地图的看点在哪

香港《南华早报》根据内地经济研究人员提出的实验模型，编
制了内地“鬼城”地图。但有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仅根据未来的过
量供应就将一个城市称作“鬼城”是不准确的。（见 3 月 22 日《参考
消息》）

应该说，简单根据城市住房的供应量，就将城市标签为“鬼城”，
进而对该城市的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是不够客观的。因为现在一
个家庭拥有多个房产的情况很普遍。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新城
人气的集聚，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比如曾被认为是“鬼城”的郑东新
区，现在就已经是一片繁华。笔者以为，“鬼城”地图的真正看点，并
不在城市的房子建得多，而在其他方面。

首先值得担忧的是，地方经济一再被房地产“绑架”。诚
然，房地产可以拉动不少行业，可房子不能无休止新建下去。同
时，如果城市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即便建起了大量漂亮房子，
也不会形成足够吸引力。其次是，城市建设缺乏科学的规划。一
些城市建设的新城新区，房子建得很漂亮，就是没有人气。很重
要的原因是选址不够恰当，规划不够科学。比如，有的新城远离
市区，却没有配套的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生活很不方便。还令
人担忧的是，住房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有的房子空置是因为房
主有多处房产，不少人却对买一套房都望房兴叹。从一些城市的
住房需求看，建的房子并没过量，但中低收入居民买不起房，结果
出现“鬼城”，既造成浪费，又不利社会稳定。⑧5 （李 清）

十大拥军优属模范

化志强
化志强，现任省政府办公厅八处副处长。他

结合本职工作，积极协助省政府主管领导做好全
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和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
作,并热情为退役官兵宣传政策、答疑解惑、排忧
解难，提供优质服务，被誉为政府领导的好助手、
退役官兵的“贴心人”。

薛让妮
薛让妮，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荥村村民。

从 1982年起，利用重大节假日到军营慰问人民子
弟兵，已达 30个年头，照顾和联系的孤儿战士达
45人之多。“跟着薛让妮去拥军”，在其影响和带
动下，古荥个体劳协拥军小分队日渐壮大。

孟国剑
孟国剑，开封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多年来，他

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解决随军家属安置和驻汴
部队子女入学问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办事，
确保优抚政策落到实处。先后获得省维护国防利益
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工作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冯春伟
冯春伟，平顶山市中学生军校校长。学校自

从 2000年底成立以来，先后开展军训 236期，受训
学生近 15万人，成为我省中学生军训工作的一道
亮丽的风景。同时，军校努力做好军转安置和拥
军工作，安排优秀退伍军人 20多人到军校担任教
官，营造了军民一家的浓厚氛围。

杨明忠
杨明忠，新县县委书记、县人武部第一书记。

他 16年如一日，抓经济不忘国防，抓市场不忘战场，
关心部队官兵，倾情优抚对象，传承红色精神，让拥
军优属之花在老区更加鲜艳。在他的领导和带动
下，新县连续七届被评为全省双拥模范县等，2012
年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县。

郑先波
郑先波，南阳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军供站

站长。在军供站工作的九年间，他组织相关人员
与辖区困难优抚对象结成帮扶对子，定期看望；
主动与军转干部谈心，想方设法排忧解难；身先
士卒，圆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军供保障任务。

栗明伦
栗明伦，确山县委书记。他坚持把拥军优属

摆上重要位置，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比翼齐
飞；他心系国防，全力保障部队军演；他竭诚优属，
不遗余力排忧解难；确山县连续五届被省双拥办
命名为双拥模范县。

高全会
高全会，汝州市民政局局长、市双拥办主

任。他心系国防、情牵军人、军属，力所能及地
给部队办实事，解难题，搞保障，建议对优抚对
象定期免费体检、设立大病困难补助资金、实行
临时救济，为困难优抚对象开通低保绿色通道，
对散葬的零散烈士实行集中回迁，全面升级改
造烈士陵园……驻汝官兵称他为“拥军局长”。

段其东
段其东，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从驻队官兵

到优抚对象，从退役军人到陌生百姓，冷暖总是被
他放在心上。只要军烈属有困难，他都第一时间
关注；他认真做好退役官兵安置就业工作，仅 2014
年就安置 29 名军转干部；为了查找散葬烈士的墓
地，他用双脚把滑县 1814 平方公里的土地仔细丈
量，在全省率先完成零散烈士墓的保护工作。

许平安
许平安，邓州市民政局局长。他把自己全

部的热情和挚爱融入双拥工作之中，把为部队
办实事，为优抚对象解难事当成神圣使命。仅
2013 年就为 12 名军人家属安排了工作，为 8 名
军人子女解决了入学入托困难，将 576名复退军
人全部安排到位。

魏杰
魏杰，省武警总队政治部秘群处干事。他履职

尽责重使命，坚持为驻地平安做贡献，多次参与指
挥和执行各类任务行动；他积极支援和参与地方建
设，带领官兵开展捐款、献血、义诊、义务劳动、扶贫
帮困等拥政爱民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郭振
郭振，现任武警消防总队郑州支队火车站大

队车站中队特勤班班长。他见义勇为，面对穷凶
极恶的歹徒，在身体多处受伤的情况下，顽强将
歹徒制服；他忠诚履职，入伍 7 年来，先后参加灭
火救援战斗 1330 余次，营救被困群众 260 多人；
他爱民助民，拿出当选“见义勇为模范”的 10 万
元奖金，回馈社会、扶贫济困。

李现森
李现森，河南省洛阳军分区政治部宣传保

卫科科长。他 10 多年如一日，常做济困惠民之
事；协调驻洛部队建立了爱心助学基金，累计资
助 1100 名中小学生；创办了省辖市首个全民国
防教育网站，使国防教育进学校、进农村；开展
的关爱军人子女教育暖心工程，每年有 2000 多
名军人子女从中受益。

张培中
张培中，新乡市卫滨区消防大队大队长。从军

22年，他爱民亲民，时时处处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为困难群众联系推荐工作，照顾敬老院瘫痪老人，
资助智障儿童，捐助困难家庭，参加抢险救援。“永
做群众心中‘兵儿子’，爱民助民树楷模。”这是中央
文明委在其上榜“中国好人榜”时给他的评价。

李远航
李远航，现任武警漯河市支队勤务中队三

班战士。去年，他两次出手相助摔倒在马路上
和遭遇车祸的老人，并拿出省吃俭用的 6000 元
钱为老人垫付了治疗费。此外，他还多次向灾
区、驻地困难群众及身边战友捐款，长期资助贫
困学生和孤寡老人。

刘德富
刘德富，20集团军司机训练大队大队长。他视

人民如父母，经常带领学雷锋服务队义务为群众理
发、打扫卫生、义务巡诊、维修电器等；他把驻地当故
乡，自 2008年以来，带领所属官兵为驻地修路、引
渠、修固定水泥灌溉点。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
当代革命军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崔学军
崔学军，71407部队政委。他是国防教育的

积极传播者，始终注重利用“过军事日”、“学生军
训”等活动，协助地方搞好国防教育；他是军地共
建的忠实践行者，该部先后与 23 个单位签订了
共建协议；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行者，使扶贫
帮扶村落后面貌得到极大改善。

李新亮
李新亮，现任解放军第 154医院政治处主任。

他响应“军地互办实事”号召，为大别山革命老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精心筹划扶贫帮困，推动
扶贫工作扎实开展；积极倡导医疗帮扶，促进了乡
镇卫生院硬件设施的改善和诊疗水平的提高。

尤德军
尤德军，91323 部队政治处主任。他带领

官兵开展拓荒绿化、飞播造林、捐资助学、扶贫
帮困、抗击山火等一系列拥政爱民工作。他还
积极利用驻地文化资源，丰富官兵的文化生活，
有效促进了军地携手共同发展。

马飞
马飞，孟州市人武部部长。他视驻地人民为

亲人，主动支援地方建设，帮助改善了定点帮扶
村的村容村貌和基础设施；视险情灾情为命令，
承担多项急难险重任务，视群众之急为己急，赢
得了百姓的良好口碑。

十大拥政爱民模范

2014年，在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政军机关、广大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人民群众及驻豫部队广大官兵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重大战略思想，着眼推动“四个河南”和驻豫部队
现代化建设，广泛深入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为增进军政军民团结，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和部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适应形势要求、示范作用明显、
社会影响广泛、具有时代特色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现将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表彰的“双十大”模
范的先进事迹及“双十佳”单位介绍如下，以激励先进，宣扬典型，进一步激发广大军民做好双拥
工作的政治热情，推动我省双拥工作持续深入发展，巩固和发展全省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爱我人民爱我军爱我人民爱我军 中原军民情谊深中原军民情谊深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安阳供电公司
中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河南林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周口凯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开封市军粮供应站

开封市禹王台区南郊乡西柳林社区
安阳市文峰区东关街道办事处安惠苑社区
新乡市获嘉县史庄镇大清花园社区
濮阳市华龙区长庆路街道办事处南江社区
三门峡市湖滨区湖滨街道办事处茅津社区

南阳市卧龙区武侯街道办事处武侯社区
商丘市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清江社区
驻马店市驿城西园街道办事处前王庄社区
巩义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新华北路社区
长垣县蒲西办事处亿隆社区

十佳爱国拥军企业 十佳双拥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