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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项目比做项目更来劲!做学问的给搞公关的打工"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年来$国家科技投入增加了很

多$可效益并没有增加多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科研评价与利益

挂钩$直接影响了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益%

现在一张机票便宜的才几百元! 可到机场走个来回却要两三百

元"

!!!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 有委员认为一些地方在规划

机场的时候没有进行通盘考虑$给乘客带来了诸多不便%

打球可以有主客场! 打官司不能有主

客场"

!!!&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提交

的报告中$有关加大指定管辖(异地审理的力

度$ 防止和排除地方非法干预引起了不少代

表委员的热切关注%

!!

妙妙语语

!交钱植树"不是好主意
!

黄栀梓 #湖 北$

植树节之际! 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曹清尧先后在其博客

和接受记者采访中建议设立"国家义务植树基金#$ 曹清尧认为

可以将每年植
!!"

棵树的成本折算成钱!比如说
#$

元左右!交

给国家!建立植树基金后就可以设专业植树队!还能解决农村劳

动力过剩的问题)据
"

月
#!

日"南方都市报#*$

笔者以为$&交钱植树'并不可行% 首先$缺乏有力的法律支

撑% 关于义务植树$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上作出强制性的规定$也

没有公民可以通过交钱方式免除植树义务的规定%

其次$&交钱植树'缺乏有力的民意支持% 在行政运行成本

居高不下$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投入还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之

下$你问&如果您每年交纳
$%

元履行植树义务您有意见吗+ '回答当然

多半是否定的% 试想$如果一项建议既没有有力的法律支撑$又没有有

力的民意支持$那么即使硬要上升为法律$其实施难度也是可想而知

的% 因此$奉劝一些官员以后在&拍脑袋'过程中多一些民生思维$凡是

漠视民意(会加剧民生之艰的建议$还是慎提为好%

!!

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

盛 翔 #江 苏$

去年轰动一时并且引发"以后谁还敢做好事%社会大讨论的

南京彭宇案!日前传来新消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回答

记者提问时表示!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是!'具体结果

因为双方当事人要求保密! 不能透露%)据
"

月
#&

日 "成都商

报#*%

应该说$选择和解撤诉是当事人的权利$公众理当尊重% 但

是$对于这样一起早已上升为公共事件的案件$以这种私下的秘

密方式解决$公众难免会感觉到遗憾和失落% 更重要的是$公众需

要知道彭宇案的真相$ 并进而选择自己的道德取向和对法治的态度%

一个客观事实是,此前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判决$已经在社会上造成

了很不好的负面影响% 不仅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而且

影响到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院向社会及时全

面地公布彭宇案最终结果$不仅是对社会公共道德的挽救需要$同时

也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挽救需要%

对彭宇案来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

的方式加以实现!!!尤其是$当一个事件正以&非正义'的面貌

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的时候$&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

而不是以&保密'的方式实现正义自然更加关键%

!!

岂能自得于!政府不吃亏"

##

层
%&

米高的无锡市第一人民

医院综合楼建成使用仅
'

年!但政府决

定下月将其爆破拆除!在原地新建一座

#"$

米的高楼" 有市民认为用了
'

年就

炸掉非常浪费"而规划局有关人士称炸

掉大楼政府并不吃亏 (详见
"

月
'(

日

)现代快报*+,

如果单从政府的角度考虑!以新的

摩天大厦取代旧楼!既提升了城市建设

的品位!又能在政府的政绩簿上抹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这当然毫无吃亏感可

言" 然而!群众却不认可这种说法"

#马路年年修! 年年坏$ 楼房年年

盖!年年拆%!从这些流传在市民中间的

顺口溜!不难看出群众对重复建设的深

恶痛绝& 路刚修好没几天!就出现了坑

坑洼洼$管道铺设好好的!却隔三差五

地对道路破膛开肚$公共设施翻新后看

起来很华丽!过几天就不能用了& 然而

就是这些工程项目!动辄就号称耗资多

少多少!群众就纳闷了'既然花了这么

多钱!为什么城市建设没有见到预期效

果!市民没有得到更多的方便呢( 假如

政府花钱拆了建建了又拆!又缺乏长远

打算! 这不是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吗(

有些群众也看到了其中的猫儿腻!一些

人就是把重复建设当成了自己牟取不

正当利益的手段&这样的城市建设思路

遭到市民的非议就在所难免了&

之所以会如此! 原因在于一些政

府行为缺乏长远)精细的规划!而对这

些行为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问责& 在

这种情况下!察民情)听民意应该是政

府科学决策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作

为城市发展的见证人! 市民时时刻刻

在感受着城市的变化! 对城市的建设

和发展也最有发言权& 最近厦门市政

府就出台了一项规定! 不得批准民意

反对强烈的项目& 这项规定发布之后

立刻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可见!

真实的民意已经成为政府科学决策的

一项重要依据& 因此政府要上一个项

目就理应进行充分的论证! 把群众的

意见吸纳到城市建设中! 而不能只把

眼光盯在自己吃亏与否上& 毕竟衡量

一项公共决策的绩效并不仅仅取决于

政府自身的感受! 更重要的指标要看

广大民众是否满意&

!&

我 两句说

世说新 上幼儿园贵背后的国情

图
(张琳琳

"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议

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管理!由

国家财政来埋单$马上有媒体也来凑

热闹!说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

长赵沁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教育部

正在研究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

育, 这下子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这时候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出来澄

清称!赵委员未发表过类似言论, 教

育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延长义务教

育期限不符合中国国情,

咋个不符合国情法! 这位负责

人没有细说, 前几天!听一位经济学家

的讲座!从他那里似乎找到了一点问题

的答案,经济学家说!他是学院院长!有

一次他和一个幼儿园园长私下晒 '工

资%, 经济学家所在的大学是国内最好

的大学之一!他所在的经济学院又是该

大学收费最高的学院! 一年的学费是

"$$$

块钱, 幼儿园园长所在的幼儿园

是北京最好的公立幼儿园之一!也是稀

缺资源!和最好的大学有一拼, 他们的

学费收多少!经济学家没说!但他给出

的比较结果却颇能说明问题!幼儿园园

长的'工资%收入是他的十倍还多,一为

园长!一为院长!院长没有园长肥!都是

当领导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园长的腰包为何这么鼓!院长言下

之意!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要暴利$ 经济

学家得出结论认为!上幼儿园甚至比上

大学还贵!能上得起大学并不一定能上

得起幼儿园$ 就笔者所在的城市而言!

上稍好点的幼儿园每个月大概得
)$$

元往上!在北京起码要破千元!三年下

来!拿个幼儿园的学位!其"含金量%岂

不和大学学位相当.问问那些被幼儿园

学位征服的家长们! 要说上幼儿园不

贵!还真是侮辱了他们的智商$

套用个流行语来说! 这是为什

么呢. 其实不难理解! 义务教育阶

段!基本上由国家给"承包%了!上学

难仍然存在!但起码不贵/到了大学

阶段!不乏各种助学政策保障!另外

现在考上大学有很大的社会关注

度 ! 你说拿不出学费经常还能得

到来自社会的帮助 ! 难和贵已经

得到缓解$ 可现在问题是!你说上

大学贵上大学难 ! 起码还能博取

不少同情和帮助 $ 可要是咱们家

长说上幼儿园贵上幼儿园难 !我

孩子上不起幼儿园谁来赞助一下 !能

博取多少同情和帮助呢. 这个时候有

些机制可能就失效了$这么看来!似乎

还真是家长们觉得底气不足! 不该向

国家伸手$ 不知这算不算相关负责人

所说的国情.可荒谬的是!当幼儿园教

育仅仅是家长的义务的时候! 我们却

发现这么多年来! 公共财政一直在为

一些学历后教育埋单! 比如读硕士博

士反倒免费$ 一方面是义务供给的不

足!一方面义务供给的过度!短腿一直

让它短下去!长腿一直把它拉得更长!

这又是基于怎样的国情呢.

!#

不要把万科降价妖魔化
万科全国性降价$ 引发了一场比万科降价更热闹的争

论% 说是阴谋者有之$说是清理门户者有之$说是向政府表

态亦有之--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其实$在我看来$万科全

国性降价只有一个理由$ 在广大购房者坚决抵制高房价面

前$万科认输了$就这么简单%

不认输也可以$那就是坚决挺住% 后果是$房子卖不动$现金

流不足$企业利润大幅下滑$裁员$缩小战线$出卖土地--像万

科这样的地产巨无霸$没有现金流的支撑$是非常可怕的%股市的

现状使得通过股市圈钱的路基本堵死% 那么$怎么办呢+ 向

银行贷款$可是银根紧缩$贷款也不容易%形势比人强$用降

价的手段争取现金流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不是这样$万科也

绝不会降价来做善事的%

可以说$现在还让所谓刚性需求的人们$用两三代人的

财富去给一套房子交首期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 正视这

个现实是痛苦的$ 但是不能不正视% 就国人的生活观念来

讲$的确需要一套房$但他们不敢再向开发商要房子了$因

为那个代价太大$大的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因此$他们转

向政府要房子%而中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规划建设

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实现居者有其屋%在目前这种价值取

向下$没有几个官员会愚蠢到和开发商一起继续哄抬房价$

炒卖地价%

!& !

牛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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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能重出江湖吗
最近$ 有个叫陈飞的人大代表把从家乡带的

)&

个菜篮子

送给
)&

个民族的代表%借助&两会'这一最高等级的政治平台$陈

飞代表的参政议政方式让人耳目一新%做新闻者苦心孤诣的不外

乎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来自农村基层的代表看来也明白这道

理,我是代表可以想办法影响其他代表$然后再通过代表在公众

中的影响力把绿色环保的观念广泛传递%

真想不到久违多年的菜篮子要用这种方式$ 要通过人

大代表参政之举来促成回归%此前国务院发出通知$从
&

月

*

日起全国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这个通知被称为&限

塑令'$这意味着商家提供免费塑料袋的惯例将成历史% 这

是不是就意味着&菜篮子' 就能乘势回归呢+ 从竞争角度考

虑$只要有少数商家破&戒'$多数商家恐怕难免会迁就消费

者的习惯$继续免费提供方便袋% 更何况$&限塑令'对于大

商场也许有威慑作用$但对众多小摊小贩(集贸市场等效果

如何还未可知%

其实$环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公众生活而言$其生

命力并不在于外在的约束而恰恰是一种自觉的内在要求%

因而 &限塑令'落实的关键在于$如何能让环保理念深入人

心$使它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否则塑料袋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我们不妨从

推动菜篮子回归开始% 回归菜篮子$逐步向塑料袋告别$其

意图不是要陷环保和民众生活于对立而是要摈弃一种不可

持续的生活方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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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葆玖(京剧表演艺术家+&教材

内容要慎之又慎

京剧是国粹!在时下流行文化泛

滥的关头!向全国中小学课堂推行这

门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提升学生们

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 同时!只有吸

引青少年的关注与学习!京剧才能发

展并长存$

教育部这次提出了
:$

个 "样板

戏%!我个人觉得多了一点$ 京剧融合

了汉戏- 徽戏等! 还吸收了昆曲-梆

子-秦腔的精髓!是集大成之精华$ 京

剧的精华在于那些传统剧目!包括表

现爱国主义的)穆桂英挂帅*-表现反

腐倡廉的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以

及表现个人才智情感的 )空城计 *-

)霸王别姬*等传统经典名段$ 传统文

化艺术的普及!首先要弘扬中华民族

精神中的真善美品质$ "样板戏%当

然也很好听!但是它毕竟是在一个特

定的时期产生的戏$ 可以唱!但比重

应该略小一点$

将京剧纳入义务教育音乐课程

是一善举! 但教材内容应慎之又慎$

要组成专家小组对每段进行评估!中

小学老师代表进行操作性试验后再

确定为教学内容$ 我们要有一个实验

的过程! 之后再作出全国统一的教

案$

"#

吴江(国家京剧院院长 -参与曲

目确定者+&通俗易懂是关键

京剧进课堂我们用了整整
"#

年

的时间才推动起来!现在的关键不是

停留在争论阶段!而是先把这件事做

起来!再去完善和丰富它$ 当初选择

曲目时!我们是和教育部有关专家进

行过研究的! 也做了很大的调整!最

后请教育部和文化部审核过的$

由于是第一次在中小学开设京

剧课!我们特别强调朗朗上口-通俗

易懂的特点! 目的就是为了老师好

教!学生好学$ 我们本来的选择有京

剧还有昆曲! 其中不少是传统剧目$

比如说!我们最初还选了昆曲中的经

典唱段)林冲夜奔*!甚至还邀请了最

好的艺术家来演唱录制!但后来觉得

内容深了些! 中小学生比较难以理

解$ 相对而言!)红灯记*更脍炙人口!

影响力更大$

先要让孩子们有兴趣 ! 由近及

远! 所以我们把深奥难懂的先排除

了!先保证趣味性-知识性!再强调艺

术性和思想性$

"#

冯骥才(作家+&文化保护应因地

制宜

尽管教育部只是在部分省市进

行试点!但是否只选择京剧进课堂还

值得商榷$ 京剧在北京-天津-上海大

城市比较流行!但全国有
!$$

多种地

方戏! 对这些有丰富地方剧种的地

区!推广京剧就不适合$

戏曲进入课堂应该本土化$ 如在

少数民族地区让他们去学京剧明显

很不合适$ 京剧的普及只表现在某些

大城市!尽管它普及面很广泛!水平

也很高! 但不能以此作为推广的理

由!每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是有特点的

文化!文化保护应该因地制宜$

""

范小青(作家+&京剧应从娃娃抓

起

京剧是我们的国粹 ! 是民族的

EFG

!就应该从娃娃抓起$ 京剧进校

园有着极强的导向意义$ 近些年来!

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整个社会中并未

受到应有的重视$ 无论是文化!还是

教育!强调学习西方者多!而重视弘

扬传统者少$ 将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

因素000作为国粹的京剧纳入教育

体系之中!本身就标志着民族文化的

自觉$

""

茅威涛(越剧表演艺术家+&传统

文化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传统文化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走

进课堂的层面上!需要完整地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 只有这样才能对传统文

化艺术的发展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教育部提出在中小学课堂中引

进京剧!这是个好的信息!在保护和

弘扬传统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但如何能使这一举措达到预期

的效果!具体操作上还有待完善$

而且戏曲的发展都有其区域性

文化的特色 ! 文化保护需要本土

化 -需要因地制宜 $ 京剧虽说是 1国

剧 %!但也只是至今传承下来的
#$$

多个戏曲剧种中的一个 $ 而且为数

众多的地方剧种各有鲜明的地域

特征和美学形态 !承载着独特的地

域文化 $ 在这方面 !也应该体现 1百

花齐放 %$

""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戏曲

理论家+&如何传递京剧精华是关键

将京剧纳入中小学音乐课程是

件令人兴奋的好事$ 但怎样把京剧的

精华传递给学生才是关键$

1样板戏% 在相当程度上经过了

西方音乐思维的改造!在技术上和表

现方式上!更接近我们现有的中小学

音乐课程!易学好唱$ 用包括1样板

戏% 在内的现代京剧唱段普及京剧!

似乎要比普及传统戏更具可操作性$

但它恰恰把京剧里最核心的东西-最

具有艺术价值的东西给舍弃了$ 戏曲

的唱腔流派!魅力就在于各自不同的

韵味! 这是最深刻的文化积淀与结

晶$

""

专家学者热议!京剧进课堂"

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在
%'

省市中&小学试点推广京剧教育!并公布了
%(

首
教学唱段!此举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主要话题包括'

%(

首教学唱段中(样板戏)

占了
%'

首!是否比例过大* 京剧是否适合在全国推广!是否应因地制宜增加地方
戏等+ 我们从全国多家媒体撷取了一些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件事的看法!以便读者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京剧进课堂)+

日本外务省日前任命卡通人物1哆啦
$

梦%为日本首

位卡通大使$ 此举旨在通过卡通产业宣传日本文化$

法新社报道说! 按照计划! 一身蓝白打扮的 1哆啦
$

梦% 将于本周三接受外务大臣高村正彦颁发的正式任命

书$ 随后!日本将在海外活动中放映多部有关1哆啦
$

梦%

的影片!1哆啦
$

梦% 将在片中介绍日本的生活方式和习

俗$

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说&1通过任命2哆啦
$

梦3(为大

使+! 我们希望其他国家的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日本的卡

通文化!并对日本文化产生更大兴趣, %

"#

)据新华社*

由娜塔丽4波特曼主演的新片 )纽约 !我爱你 *日前在

美国纽约热拍 !波特曼以另类扮相出现在片场 !很多围观

市民表示"有一种再次见到 )星战前传 *中阿米达拉女王的

错觉%$

)纽约!我爱你*讲的是一本诗集所引发的几个爱情故事$

波特曼在片中饰演一个犹太新娘$ 波特曼说&"我出生在以色

列!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驾驭这个角色比较

容易$ %

在)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中与波特曼合作的女影星斯嘉

丽5约翰逊!此次担任该片的导演$ 波特曼说!斯嘉丽5约翰逊

是个很好的演员!1虽然这是她第一次担任导演! 但我和她很

有默契!我们的合作很愉快$ #

"'

)文 娱*

波特曼新片新造型
!哆啦 !梦"担任日本卡通大使

成龙-李连杰首次同台对打的影片)功夫之王*!

"

月
%&

日在香港举行了一场内部试映会$看过试映的人士透露!原

来传出的感情戏其实让位给了动作戏$ 片中动作镜头让人

目不暇接!几乎是五分钟一小打!十分钟一大打$

虽然)功夫之王*为避1恶搞#嫌疑!一直号称要和)西游

记*划清关系$但不少看过试映的观众反映!影片开篇和1大闹

天宫# 情节非常雷同000李连杰扮演的孙悟空在天庭大打出

手!他拔下猴毛变作万千小猴!与一众天将杀得不可开交!后

来玉疆大帝用计诱使孙悟空放下金箍棒与之比试武功! 孙悟

空最终被降伏!化作一尊石猴$ 尽管影片中没有出现1齐天大

圣#-1五指山#的概念!但具体细节和1大闹天宫#分外相像$

不过)功夫之王*仍然添加了许多其他故事的元素$ 比

如在1大闹天宫#情节中!穿插进为情所困-一夜白头的白发

魔女李冰冰$ 此外!影片在用古代场景开场后!画面随即转

换到现代场景中&在美国一家古董店!那根当年混战中不见

踪影的金箍棒竟然出现在成龙扮演的掌柜手中66

)功夫之王*在宣传之初曾多次暗指刘亦菲和李冰冰两

位女星均有感情戏!事实上从整部影片来看!导演明可夫最

终重1功夫#而轻1感情#000不仅刘亦菲的银幕初吻完全被

删!李冰冰与李连杰之间的一段情也被弱化,

最初的剧本中!李冰冰扮演的白发魔女曾为李连杰扮演的

默僧所情伤!不过最终这条感情线被处理得非常隐晦!只有在

白发魔女和众人混战时!从几个眼神和动作中透露出她和默僧

之间的一段隐情,与此相反!戏中的动作戏非常多,除了先前曝

光的李连杰大耍棍术-成龙猛秀醉拳外!李冰冰更是从头打到

尾!先后使用了弓箭-剑-鞭子-刀-金箍棒!甚至头发等六种武

器, 据悉!该片正式上映时间为
H

月
#H

日,

"&

)文娱*

李连杰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和成龙是相识
#$

多

年的好兄弟!并透露自己对成龙的昵称是1大嫂#,

李连杰说!他和成龙
:%&"

年在香港相识!觉得性情相

投!常约着一起吃饭,1我在片场有时叫他大哥!有时叫他老

大!我们俩就像好兄弟一样, #

李连杰还喜欢叫成龙1大嫂#,对此昵称!李连杰解释说&1成

龙非常热心! 像个大嫂一样关心人! 他常送演员各种各样的装

备!比如雨伞-背包-眼镜等!这些东西光我都收了四五十件, #

李连杰透露!两人梦想在一起拍戏已经
:"

年了!这次终

于迎来盼望已久的合作!1袁和平设计了很多动作! 我和成龙

就在那儿打!真是很过瘾!有种以武会友的默契, #李连杰表

示!投资
'$$$

万元的)功夫之王*一开始就是为全球观众定位

的!1它从剧本的设计!就已经是中西文化的混合体, #目前有

调查数据显示很多女观众对这部电影感兴趣!李连杰笑着说&

1这肯定是成龙大哥的吸引力在起作用, #

""

)文 娱*

动作第一 感情第二

#功夫之王$香港撩面纱

两个功夫王 一对好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