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欧木华

我 两句说

为何都选沙和尚 !

!

文
!墨 牛 图

!王双红

世说新

淬淬博客

参会何须"无罪证明#

!

何勇海 !

四川 成都
"

再过近
#$

天! 第
#$%

届广交会将拉开帷幕!

但在
&

月
'

日! 广交会组委会突然以保证大会安

全为由! 要求凡是进入馆内的人必须出示公安机

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

国外采购商除外
"

!否则

不给办证" 由于时间紧迫! 加上清明节又放假三

天!此要求令异地户口的参展商们大感焦虑!

&

月

(

日"成都日报#$"

据报道! 组委会要求参会者出具无罪证明!

是保证大会安全所需" 可是即便如此!需要增加

的安全成本应该由举办方自己承担!怎么能将安

全责任转嫁到参会者身上# 事实上!广交会安全

也不能指望$无罪证明%!$要求出具无罪证明%这

样的安全措施!其科技含量显然相当低& 主办方

完全可以采取更加科学 '严密的防范措施 !而不

是懒人施政一般!试图以一纸证明来把有过犯罪

行为的参会者挡在门外!难道这样就可以保证广

交会万事大吉#

再说了!规定除外商之外的其他参会人员都

要出具无罪证明 !这就意味着 !除非你能出具证

据证明自己无犯罪记录 ! 否则就没法洗脱这种

(有罪推定%! 当然也无法获准进入广交会& 笔

者以为 !越是类似公共活动的安全保障 !越需要

摆脱种种畸形思维的束缚!不能搞一些形式化的

东西卸责'扰民'人为增加社会管理成本&

!"

"建县 ''''年庆典$很荒唐
!

瞿方业 !甘肃 兰州"

记者昨日从广东河源市委#市政府了解到!该

市龙川建县
''''

年庆典方案现已初步敲定!龙川

建县
''''

年庆典时间将于今年
)

月中旬如期举

行!

&

月
(

日%广州日报&$"

河源方面真是思接千载!胸怀万古!将当地政

府建政时间提前到
'$$$

多年前!莫非要和秦始皇

在时光隧道里握手# 我们知道!行政区划在历史上

多有变化! 即使前朝政府和当下政府所辖区域一

样!也断不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

''''

年前成立

的县政是秦帝国委派官员去牧民的机构! 而和当

今的县政在精神气质上毫无共通之处! 目的'使

命'性质也断然不同& 现在搞建县
''''

年庆典!有

何意义# 如果各地都像河源这样搞建县之类庆典!

估计都能将时间提前到几千年前或几百年前!如

此一来!岂不是都要劳民伤财一番才肯罢休&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搞这一套!无非是通过一

个极端的噱头!赚点眼球罢了& 在政府主导经济发

展的背景下!在争项目'争资金的竞争压力下!搞

(眼球经济% 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打造政绩的捷径&

但这些做法!与民生无关!只会劳民伤财& 对这种

(眼球经济%!该到反省的时候了&

!"

在 $中国青年创业行动 %

##$%

现场! 蒙牛集团总裁牛根

生客串主持人! 向新东方的俞敏

洪和阿里巴巴的马云提问&$从唐

僧师徒四人中挑出两个最适合创

业的人!你会选谁' %面对老牛这

个有趣的问题! 两位著名的创业

人略加思考!俞敏洪选择了$孙悟

空 #沙僧 %!马云则选择了 $猪八

戒#沙僧%"

马云解释!选择$猪八戒%是

因为创业是孤独寂寞的! 需要左

手温暖右手!团队需要幽默(俞敏

洪则觉得$猪八戒%意志不坚定!在创业过

程中容易发生偏移!而$孙悟空%有信念#

有忠诚#还有头脑#有眼光!更适合创业"

至于为何两人都不约而同选择了 $沙和

尚%!却没有更多的阐述"结果老牛给了俞

敏洪
*

分!给了马云
%

分"

牛根生#俞敏洪#马云都是赫赫有名

的创业精英!他们的这个选人测试很有意

思" 尽管他们的创业之路#行事风格各不

相同! 但选人用人是职场竞争的关键所

在!能同时看上沙僧!说明这沙和尚自有

过人之处"

首先!沙和尚有很高的忠诚度" 自打

流沙河受观音菩萨指点跟随唐僧之后!不

管在西天取经的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艰难

险阻!沙和尚从未主动打退堂鼓!而是拼

尽全力" 不像猪八戒动不动就要散伙走

人!回高老庄享清福(也不像孙悟空自恃

才高!有时连唐僧也不放在眼里!面对批

评!抱了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态

度!几次三番跺脚就走!几乎让取经团队

土崩瓦解"

其次 !沙和尚有较高的执行力 " 他

在团队中有点像一个管家 ! 伺候师父 #

打点行李#问路化缘!事无巨细#

认认真真" 若逢需要冲锋陷阵 !

还能显出卷帘大将的本色 !或叫

敌骂阵 !或包抄后路 !工作非常

到位"不像孙悟空经常爱耍个人

英雄主义 !一味好勇斗狠 (也不

像老猪拈轻怕重# 好吃懒做 !有

利就抢 #无利就推 !奉行个人利

益至上"

最后! 沙和尚有很强的亲和

力" 细数唐僧师徒四人!沙僧最符

合一个谦谦君子的标准" 他在四

人中排位最末! 因此他始终注意

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但对师父礼敬有加!

而且张口必称$大师兄%#$二师兄%!因此

人缘最好" 更难得的是!当师父#猴哥#呆

子之间发生矛盾时! 沙和尚总是苦口婆

心!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及时化解危机!

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有此三条!沙和尚就足可在职场拼杀

中站稳脚跟!在团队协作中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 他或许做不了企业领袖#高层主

管!但却是优秀员工的表率!是团队里的

中坚" 精明如牛根生#俞敏洪#马云者!如

何会不选沙僧'

!"

很黑很后台#

'''两女生剪发被索
#+'

万(郑州市民举牌抗议发廊)

气象观测犹如城市的$眼睛%&但现在长出了'白内障%#

'''据"中国改革报&报道(上海总共
##

个气象观测站的采

集数据不断出现偏差)原因只有一个(那

就是观测站被迫不断搬家( 观测环境越

来越差)

不是从来不醉&而是一喝必醉(

'''中南大学一教授在其著作中称李

清照爱赌好酒引发争议)

!"

据"京华时报&报道(青海省副省长骆玉林透露(将于今年
,

月

试运行的青藏铁路豪华游专列(每节车厢将仅搭乘两名游客(而在

列车上睡一晚的费用为
*$$

美元) 骆玉林还表示(开通豪华游专列

消息公布后(一天就有
&$

多人预订) 我不知道这一天预订的
&$

多

人都是什么人(但肯定不是我等平民百姓) 为了物价上涨块儿八毛

而忧心忡忡的我等(一天拿出几千块钱在火车上消费(恐怕是不敢

想像的) 毫无疑问(乘坐青藏铁路豪华游专列属于奢侈消费(是专为

富人而开的) 当然(豪华游专列是受一些人欢迎的(有一定的市场)

现在的问题是(在青藏高原上提倡奢侈消费合适不合适*

众所周知(青藏铁路沿线生态十分脆弱(在青藏铁路上运送

一个人( 肯定要比在内地的铁路上运送一个人消耗更多的资源(

对生态的影响更大) 青藏铁路沿线和其他地区这么多人有出行需

要(为什么不利用开通豪华专列的资源(用来开通更多的车次(增

加更多的座位和铺位呢) 在很多普通人的出行需求还没有满足的

时候(在火车票如此难买的情况下(青藏铁路却拿出如此稀缺的

运力资源(开通消耗更大+运能更少的豪华游专列(一个车厢只让

座两个人, 对此(我等小民实在有些想不通)

!"

)温柔文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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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先人祖籍有点搞笑
清明时节(关于先祖+先贤等话题也热闹了起来) 老祖宗也是

有贤愚不肖之分的(这当然是正理) 可是有的博友因为某些老祖

宗在世时表现不好(去世后名声不佳(居然就要开除他们的祖籍(

却未免太不理智也太不客观了) 比如秦朝的赵高+南宋的秦桧等(

那是奸臣(当然不能称为什么好人(但我们即便要开除他们的某

些资格(也最多只能把他们开除出-先贤.+-先达.+-先烈.的队

伍(恐怕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先人.的资格也剥夺掉的) 因为那已

经是无可改变的历史(所以尽管秦桧实在不争气(也没有办法把

他开除出祖籍甚至国籍的)

封建帝制下有株连的传统( 近代好像没有株连的祸患了(可

是后来有些时候把这株连又复了魂( 所以才有今天的连赵高+秦

桧的祖籍也要开除了的提议) 我们对好祖宗即先贤先达先烈们一

直崇敬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有时觉得某些原先是坏人的祖先让后

辈丢脸(所以不大愿意追悼他们(也相当正常) 可是不管怎么样(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无法改变(我们总要承认他们的祖籍吧, 否

则(就真的太搞笑了)

!"

)法侠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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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
&

月
*

日报道( 浙江余杭

将推出内地首个法治指数 (-法治余杭 .

评估组邀请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庭+ 浙江

大学教授钱弘道( 就余杭法治指数的出

台进行探讨) 评估组将借鉴香港的经验

和做法( 客观公正地对余杭法治水平作

出评价) 据悉(余杭法治指数预计
*

月至

(

月份出炉)

记得
'$$*

年
&

月( 深圳向社会公布

了一套城市文明指数(包括/关爱指数+幸

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

环境指数+廉洁指数(这是我国首个城市

文明指数) 说实话(那些单个的指标笔者

是看不太懂的( 相信很多人也看不太懂)

当年深圳公布了四年的文明指数分别为

#$$+$$

+

#$E+EE

+

#'E+('

+

#',+#&

( 虽然我们

不懂文明指数
#$$+$$

到底是什么概念 (

但从四年的纵向比较中(不难看出(文明

指数是在上升的(而且最后一年的上升幅

度是最低的) 从深圳的做法看(城市的各

种指数( 不过是对城市进行量化的指标(

它的意义主要在于纵向的自我评测)

从余杭的-法治指数.的制定来看(既

考虑到了评价的-独立性.(又考虑到了-广

泛征求各方的意见.(在程序上还是非常完

备的) 但笔者希望(余杭不要把这种-法治

指数.当成招商引资+促进旅游的-名片.)

当然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在今天(一个

城市法治程度越高(是越有竞争力的(但一

旦-法治指数.和招商引资挂上钩(-指数.

就很可能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走向失

真(成为-观赏指数.(只能高(不能低(只能

上(不能下) 甚至可能出现-法治指数.和百

姓的感受相背离的局面)

其实( 从本质上来说 (-法治指数 .

充其量只能反映出我们城市法治建设

的状况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它并不能揭

示出问题出在哪里) 至于具体该怎样培

养法治的土壤 +该怎样增进执法者的法

治意识 (都不是仅靠 -法治指数 .所能解

决的 ) 换言之 (有了 -法治指数 .也不一

定意味着一个城市的法治就能更上层

楼了 (重要的是你拿这个 -法治指数 .做

什么) 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到-法治指

数 .在余杭起到一种促进自查自纠的作

用 (就好比学生考试 (得了
*$

分 (仅仅

说我下回要考得更高 (是没有多大意义

的 ( 重要的在于找到自己答错的题目 (

予以改正 ) 只有抱着这样的目的 (城市

的法治建设才可能逐步提高 (差生才能

变成优生)

!"

!法治指数"别成观赏指标 豪华专列开向何方!

妙妙语语

走近非遗传承人
!!!!!!!!!

走近非遗传承人
!!!!!!!!!!!!!!!

走近非遗传承人

文化部不久前公布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名单(我省共有
%'

人入选( 他们分别代表唢呐艺

术+板头曲+豫剧+宛梆+怀梆+

大平调+大弦戏+四平调+越调+

曲剧+道情戏+目连戏+河洛大

鼓+河南坠子
#&

种非遗项目)

从本周开始( 我们将走近

非遗传承人(通过记者的目光(

生动呈现他们的生存环境+技

艺特征和艺术传承等情况(向

读者传递新鲜真实的信息)

也称河南梆子 ' 河南高

调& 因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

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

音带(讴%!又叫(河南讴%& 在

豫西山区演出多依山平土为

台!当地称为(靠山吼%& 因为

河南省简称(豫%!解放后定名

为豫剧&

清 朝 乾 隆 年 间 )

#E%( &

#E)*

*! 河南省已流行梆子戏&

豫剧最早的传授者为蒋门'徐

门两家! 蒋门在开封南面的朱

仙镇! 徐门在开封东面的清河

集!都曾办过科班&后来在流传

过程中!形成不同的风格流派&

在开封一带的!形成祥符调+传

至商丘一带的! 形成 豫东调+

流入洛阳的一支! 发展为豫西

调+流入漯河的一支!被称为沙

河调&

#)'E

年以前的河南梆子

没有女演员&出现了女演员后!

逐步形成了常香玉'陈素贞'马

金凤'阎立品'崔兰田'桑振君

六大名旦表演流派! 常派激昂

奔放!陈派明快清新!马派刚健

明亮!崔派深沉含蓄!阎派细腻

委婉!桑派俏丽精巧&豫剧代表

人物中还有小生赵义庭' 须生

唐喜成'黑脸李斯忠等&

'$$(

年!豫剧入选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年初!文化部公布的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 豫剧有

E

位演员入选! 分别是, 马金

凤'张宝英'虎美玲'吴碧波'贾

廷聚'李树建'张梅贞&

"*

谁人不识马金凤'

她的一出*穆桂英挂帅+响彻神州大

地!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愈加高亢清亮(

她是豫剧六大名旦中唯一仍活跃在戏曲

舞台上的表演艺术家!整整
,$

年!这朵

$洛阳牡丹%一直灿烂盛开(她创立的豫

剧马派$帅旦%艺术如今薪火相传!成为

跨世纪的民族艺术瑰宝"

见到她! 却是在省会一家医院的病

房里"

她躺着打吊针! 做过化疗的身体有

些虚弱" 见到记者!她微笑着打招呼!声

音依然清亮"

舞台是命

'$$E

年
##

月! 正在石家庄演出的

马金凤忽然觉得身体不适! 被送往北京

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后转回郑州医院"

活了
,(

岁!马金凤眼不花!耳不聋!

极少生病! 至今仍能毫不费力地穿针引

线"她说是党和人民把她带到了新社会!

让她一直在舞台上! 幸福地被观众的掌

声包围着"

这是她第一次!休息这么久"

她想!自己可能是太累了!歇歇就好

了&从
(

岁开始登台演出!她就再也没有

停过脚"$艺术无止境"一个演员!除了睡

觉!就要时时刻刻学习#锻炼!向人民学

习!向社会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她牢牢

地记住了梅兰芳的话! 没有一天停止过

练功(她觉得唱戏是她回报社会#回报人

民的唯一方式!她不能让观众失望"她每

年演出
'$$

多场!进入
,$

高龄!仍保持

着充沛的艺术热情"她说&$只要活一天!

我就要演一天" %

她想!自己可能是太缺乏营养了!好

好补补就行了&她知道自己的$金嗓子%

来之不易" 生来没好嗓子! 年少时为练

声! 她每天天不亮就到野外抱着水罐喊

嗓子!整整坚持了
%

年!前额被水罐边沿

磨破了皮!形成了一道深深的疤痕!至今

仍清晰可见"她把嗓子看得比命还贵!为

了保护嗓子!她不但远离烟酒!就连稍带

刺激性的食物也从不品尝"

她轻松地说自己恢复得很好! 很快

就能出院了" $想着大家对我的关心!我

提的劲儿可大" 每天躺着!就想出院后早

点投入演出!尤其是奥运会即将开幕!我还

要带着
#$

代穆桂英到北京去唱戏呢, %

艺术是魂

她的人生注定要与戏结缘"

#)''

年!马金凤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

苦艺人家里"

&

岁学戏!跟父亲崔合利唱河

北梆子(

(

岁登台!

E

岁唱红!

,

岁由山东

乞讨到河南开封! 拜豫剧名角马双枝为

师!改唱豫剧(

)

岁时曾被卖入开封卢殿

元戏班!更名为卢金凤"被赎出后随继父

姓!改名为马金凤"

#&

岁!她苦练出$金

嗓子%"

#E

岁!她到密县太乙新班演戏!

曾向燕长庚# 翟彦身学唱豫西调" 解放

后!她进入洛阳豫剧团!又在演出中不断

地学习--

她广泛地学习各种唱腔!兼收并蓄"

她说&$我的老师很多!很多" %

最难忘的是梅兰芳"

#)*%

年!马金凤携*穆桂英挂帅+到

上海演出"梅兰芳欣赏她对梆子戏*老征

东+的出色改编!更惊叹她的好嗓子" 他

提出了改进意见! 同时手把手教马金凤

化妆!走台步!练水袖"梅兰芳随之把*穆

桂英挂帅+引入京剧!他后来送给马金凤

一顶凤冠!收她为徒"

#)*(

年!*穆桂英挂帅+ 进京演出!

轰动了首都剧坛" 她的表演融青衣#武

旦#刀马旦等表演程式为一炉!成功塑造

了气宇轩昂# 雍容大度的巾帼英雄穆桂

英的艺术形象"马金凤由此被誉为$真国

色%的$洛阳牡丹%"

多年的舞台实践和不断革新! 马金

凤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唱念做打之功!

形成了独特的马派艺术"由她领衔主演的

*穆桂英挂帅+#*花枪缘+#*花打朝+ 等剧

目相继被搬上银幕!享誉海内外" 她的表

演风格可以浓缩为
(

个字 & 唱腔特色

$脆%#唱腔运用$巧%#人物塑造$博%#刻画

典型$雅%#人物形象$美%#特技表演$绝%"

马派弟子如今遍及全国" 她说&$数

不清收了多少徒弟"只要他们愿意学!我

就愿意教" 希望他们比我强" %

她有一个多年未了的心愿! 那就是

马派声腔艺术还没有完整的理论总结"

谈到戏的时候! 她的眼神始终亮晶

晶的"拍照时!她随手就做了一个漂亮的

表演动作"

她是豫剧舞台上不老的$金凤凰%"

"'

编者按

豫剧

马马马金金金凤凤凤)

))

不不不老老老的的的豫豫豫剧剧剧!

!!金金金凤凤凤凰凰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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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拿大格莱美奖%之称的加拿大最高音乐奖朱诺

奖颁奖典礼
'

日晚在加西部城市卡尔加里举行! 已多次

获得朱诺奖的女歌手莱斯莉.费斯特成为最大赢家!共获

得最佳艺术家#最佳歌曲作家#最佳单曲#最佳专辑和最

佳流行专辑
(

项大奖"

费斯特的*

)*+,

+获最佳单曲奖!以*

)*+,

+为主打歌

的专辑*

$-. /.0123.4

+获最佳专辑和最佳流行专辑奖"

费斯特还击败席琳.迪翁等大牌歌手!获得最佳艺术家和

最佳歌曲作家两项大奖"

迈克尔.布勃莱获歌迷选择奖!摇滚乐队
5678/9:89

获最佳乐队奖以及成人另类专辑和录像奖" 美国性感女歌手

里安娜的专辑*

;14< ;=2. 5>3

+获得最佳国际专辑奖"

费斯特
)?@'

年出生在加拿大东部新斯科舍省!现居

多伦多" 她
)(

岁时便与朋友组建了一支朋克乐队" 费斯

特
)???

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

A=2>4B-

+! 后相继推出

*

6.C DC :1.

+*

9E.2 F.>G=2

+等专辑"

费斯特曾于
*HH+

年#

*HH(

年和
*HH'

年获多项朱诺

奖!并获得今年美国格莱美奖的多项提名"*

)*+,

+被美国

*时代+杂志评为
*HH@

年十大金曲之一"

朱诺奖由加拿大唱片艺术与科学学会主办!共设
,,

个奖项"

"'

!赵 青$

加拿大朱诺奖揭晓
费斯特成最大赢家

在卸下 $

$$E

%手枪
'*

年

之后!

EE

岁的老牌男星肖恩.

康纳利如今打算回归邦德系

列片" 日前!他正在和$

$$E

%制

片方就片约进行商谈"

康纳利此次突发奇想!想

扮演邦德的死对头" 他坦言&

$我不介意以坏蛋的形象重返

$$E

影片" %在看过新邦德丹尼

尔.克雷格首度主演的 $

$$E

%影

片*皇家赌场+之后!康纳利对这

位金发接班人刮目相看!$他是

一个很棒的人选" 近年来!

$$E

片方正在试图塑造一个更真实

可信的邦德" %正是克雷格出色

的表演勾起了前辈康纳利的挑

战心!两人希望在今后的$

$$E

%

影片中上演一场正邪较量"

据悉 ! 克雷格签下今后

&

部 $

$$E

%影片的片酬高达

%$$$

万英镑" 而康纳利
#)('

年在 *诺博士 +中首演邦德时

只挣到了
*

万英镑 !

#),%

年

他最后一次主演$

$$E

%影片时

从影片利润中提成进账
%$$

万英镑"

", !!!!!!!!!!!

!文 娱$

康纳利想演%邦德$对手

英国最新一期男性杂志

*

HI

+评出了今年 $全英最佳

穿着奖%!新
$$E

丹尼尔.克雷

格击败了包括贝克汉姆#威廉

王子在内的多位英国绅士!获

得$最佳穿着奖%"

参加票选的评委包括乔

治.阿玛尼#$黑珍珠% 纳奥米.

坎贝尔等多位时尚界巨头" 他

们表示! 尽管丹尼尔身材并不

高大! 但他很懂得运用颜色来

拉长视觉效果! 并着重突显自

己的肌肉线条" $他那充满魅力

的蓝眼睛!微微上翘的嘴巴!强

健的身躯! 还有穿着得体的黑

色西装都体现了他的魅力" %

正在赶拍最新
$$E

系列

*安慰量子+的丹尼尔表示!男

人的魅力主要还是来自生活

的历练!他的从影经历或许提

升了自己的个人形象" $我从

不认为我是一个时尚的人!却

不小心引领了时尚" %丹尼尔

说"

"E

!文 娱$

"新邦德$荣膺"英国型男$

时时评评

JK8D>30LC:/##(MCD-44+748+79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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