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文化大众化就像让大家都用山东煎饼夹鲍鱼

!!!易中天在山东参加活动时说"

中奖是爱的回报!不中是爱的奉献"

!!!某彩票点标语"

不让居民到办事处的厕所来#方便$!这是

领导的决定%

!!!与上厕所居民发生#肢体冲突$后%郑

州五里堡办事处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

据
"

月
#!

日 &都市快报' 报道%

#"

日% 浙江金华市食品生产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动员大会通报了#晨园乳业$案

件的查处情况" 今年
#

月%经人举报%检

出该公司多批次牛奶中含有一种名为

#皮革水解蛋白粉$的物质%#皮革水解蛋

白粉$ 的生产原料主要来自制革厂的下

脚料%含有重金属铬等致癌物"

通过 #添加皮革蛋白粉来提高蛋白

质含量$%这和#三鹿$的做法简直如出一

辙" 只不过#三鹿$用的是三聚氰胺%步

#三鹿$之后尘的晨园乳业添加的是比三

聚氰胺更具有欺骗性的 #皮革蛋白粉$"

据食品专家介绍%#皮革蛋白粉$ 与三聚

氰胺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检测难度比三

聚氰胺更大"在网上%有熟悉食品添加剂

行业的网友称%#皮革蛋白粉$ 可成为三

聚氰胺的替代物%添加#皮革蛋白粉$也

是乳品行业的潜规则" 浏览近年来的报

道%各种奶制品掺假屡见不鲜%可见类似

潜规则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现在#皮革

蛋白粉$继三聚氰胺之后被揭穿#画皮$%

这说明三聚氰胺虽然被驱逐出 #食品添

加剂$之列%但各种潜规则赖以生存的土

壤并没有全面铲除" 一旦对暴利追逐的

欲望压倒了一切正直的行为标准% 那么

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 节省成本的偷工

减料(投机取巧(以次充好乃至故意#投

毒$就成为#心安理得$的#正常$买卖"

晨园乳业的堕落% 某种程度上重蹈

了#三鹿$的覆辙" 可谓#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

人而复哀后人也$" #三鹿$的惨痛教训非

但没有使晨园警醒% 反更滋长了它的侥

幸心理%甘愿匍匐在潜规则的脚下%没有

底线地赚取黑心的利润" 晨园乳业法人

代表被拘%#猫鼠游戏$告一段落%或许这

是晨园将要倒掉的一个注脚" 但类似的

事故并不会完%毕竟我们不知道在#皮革

蛋白粉$之后%还有多少能提升蛋白质的

有害添加物* 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企

业像晨园那样把自己牢牢绑在潜规则的

战车上直到覆灭* 按行内人士的说法%食

品工业就是良心工业% 它考验的是企业

的诚信和生产者的良心" 但对无良者来

说%利润最大化就是其最大的追求%那么

使用有毒(有害的材料也是必然的"慢说

对它的监管尚有漏洞 % 就算监管再完

善%恐怕各种监管到达的速度永远也赶

不上良心堕落的速度" 毕竟%除了人心

之外%任何制度层面的努力都无法挽回

沦丧的良知" 对饱受食品安全之苦的社

会来说% 覆灭永远是丧尽天良者的最好

归宿"

!!

!

孙 勇

覆灭是无良企业必然归宿

牛二当官
!

吕志雄

话说那没毛大虫牛二被杨志宰

了!恶魂一道撞进阎罗殿!阎王胡子

直竖!眼睛直瞪!大喝道"#这厮欺男

霸女!夺人钱财!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 % 黑白无常抓起牛

二!直扔到刀锯地狱!牛二天天做苦

工!受刀锯之苦$

有一天! 高俅也被扔下来!牛

二前去相见&&&两人原在东京街

上喝过花酒 !打过群架 !却见高俅

并没有一点愁苦色$ 牛二纳闷!那

高俅笑了说"#咱们当流氓的!有别

人没有的本领 !靠了这本领 !地狱

也能变天堂!有啥愁的'%牛二忙请

教!却听那高俅说道"#这本领就是

钻营! 谁有权咱就往谁那里钻!一

旦咱有权了 !嘿嘿 !想怎么横行就

怎么横行$像你!只在街面上混!结

果死在杨志刀下 (像俺 !钻营到皇

帝那里 !弄个太尉做 !把林冲那样的汉

子也弄个家破人亡$ %正说着!监管的鬼

吏抡着鞭子打过来! 牛二忙做活去!回

头看高俅 !正在给鬼吏捏肩掐背 !鬼吏

原本拉得马一样的脸! 变成了圆面团(

瞪得铜铃一样的眼!眯成了一条线$ 牛

二大是惊奇!想了又想!恍然大悟$

几个月后! 十八层地狱的鬼劳工们

发现来了新主管!这新主管不是别人!

正是牛二$ 牛二做主管! 光景大是不

同$ 一是派几个鬼卒专门向鬼劳工收

冥钱(二是这主管啥事不干!只坐在官

厅里喝酒耍钱( 三是两个女鬼&&&潘

金莲)潘巧云&&&变成了官眷$鬼劳工

们挨的打多了!出的力大了!得的钱少

了!一股怨气氤氲凝结!从十八层地狱

直冲到阎罗殿$阎王忙派人查看!才明

白原来是因为一个流氓当上了官$ 阎

王大怒! 骂一群官吏道"#我早给你们

说过!流氓最具腐蚀性!他们总是要尽

力钻进权力圈子! 行他鼠窃狗偷之伎

俩!逞他花天酒地之淫欲$ 所以!我们

订有制度)设有规则!严格官员选拔!

可现在怎么出了这样的事情* 最可怕

的腐败是吏治腐败! 牛二腐败案是个

小案子! 但牛二当官后面隐藏着更大

的吏治腐败!必须严查$ %

牛二再次被押进阎罗殿! 跪在地上

偷眼瞧专案组成员!见有牛首马面)黑白

无常)鬼判)高俅$ 牛二本来绝望到极点!

这时却突然觉得有了生机一线$

!!

时时 评评

别再出现!后悔工程"

!

蔡爱红+江苏 如东,

"

月
!#

日!福建省东山岛耗资
"

亿多元人民币

建设的#高级城市社区%!在停建
$%

年后!首期占地

&&#'()

亩的
*($

栋别墅被全部拆除$ +据
"

月
#$

日

&新京报'报道,

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不

顾一切搞投入!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亿元!但这样

重大的决策和投入!有关规划是否科学!程序是否民

主!日后是否有效益! 从来没人认真考虑过"福建省

东山岛耗资
!

亿多元的#高级城市社区$的建设!在

轰轰烈烈的热闹声中开始!在人们的叹息声中拆除!

这样严重的资源浪费和劳民伤财! 是剜当地失地老

百姓的肉%捅他们的心"

&高级城市社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

仅造成经济损失!还损害政府形象%伤害民心'当前!

我国正处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关键时期!数

万亿元的投入!不乏大项目%大工程!如果地方政府

为&抢项目%争资金$而&快上马$!忽视前期的实情考

察%项目可行性研究和长远利益的论证!那么!还将

会出现类似于&百亿新城$的&后悔工程$" 地方政府

一定要吸取教训!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把惠民

工程一定要做成惠及子孙万代的好工程"

!&

教师为啥不读书#

!

张剑霞+河南 偃师,

北京一项针对教师阅读状况的调查显示 "有

%#'%+

的教师平均每天阅读时间不足半个小时$ 教

师阅读的书籍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教学参考书) 学科

相关著作和文学类书籍!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类书

籍则排在最后三位$+据
"

月
#%

日&北京日报'报道,

每天半个小时的阅读时间不但不能满足教师职

业发展的需要!教师阅读量不足!还会影响教育的质

量"但问题是!整天和书本打交道的教师为什么会不

读书(

报道中说! 目前北京市有近三成的学校藏书不

能满足教师的阅读需求) 这说的是首都北京学校的

现状" 而像笔者所处的乡村学校情况更糟!&学校藏

书$还处于小学班级办的&图书角$的水平!教师即使

想看书!也很难找到书源"因而说!教育投入不足!特

别是对教师继续教育投入不足! 是教师不读书的外

部原因" 而在以升学率为考评教师最主要指标的考

评体制下! 教师疲于一般性教学! 缺乏再学习积极

性!则是教师不愿读书的内因"正像调查所显示的那

样!教师的精力全部用在学生的分数提高上!用在升

学率的提高上!教学参考书%学科相关著作就是教师

们有点时间都去钻研的书籍" 而那些能够给予教师

教育创新%教学创新动力的哲学%历史%政经类书籍!

就不在教师们视野范围之内了"因而!要改变教师不

读书的怪现状!也必须对症下药!一是加大投入!二

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

房产商为何给公务员打折
天津最大楼盘&&&星耀五洲未开盘卖

)

亿! 为了感谢津南区

政府在开发期间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星耀五洲给参加团购的津南

区部分公务员提供一定幅度的优惠$ +据
"

月
#%

日 &每日经济新

闻'报道,

一个房产项目要想顺利实施! 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政府的大

力支持"他们对政府的深厚感情发自内心!&感谢政府$本来就属

于行业特点之一" 但像天津最大楼盘这样!公开为公务员打折%

把&感谢政府$落到实处的!还真不多见"房产商为何要为公务员

打折呢(据房产商自己介绍!政府在楼盘开发过程中给予了不少

帮助和支持!包括修建公路及其他相关配套公共设施等" 另外!

地产中国网曾报道称!津南区区政府将搬至星耀五洲周边!这一

搬迁被认为是对该项目营销的巨大帮助"政府付出了这么多!房

产商怎不心生感激"政府也是由人*公务员+组成的!给公务员提

供实实在在的优惠! 似乎成了房产商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的最佳

方式)政府为房产商服务!房产商为公务员打折!各取所需,顺理

成章)

不管房价涨多高! 某些地方的公务员总能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低

价房-..有本事的*如温州的某些官员+直接染指&安置房$!没有多大

能量的小公务员!最起码也可以享受到房产商的打折优惠)前两天!有

人在网上开出
$%

万的天价叫卖一个公务员的面试资格!当时觉得太

离谱了!现在才发现一点都不贵!物超所值得很)

!!

+乔志峰,

+

,--./001234'5678'93:'970;683<,6=>74

,

悬赏招商$别让政府公信力!悬"了
一年完成

%??

万
!!???

万美元的招商任务! 年收入可超
$?

万元!超额完成则领取
$%?+

增加奖励$继今年
!

月招聘首批
&

名

政府雇员后!

"

月
!)

日至
%

月
$%

日! 重庆沙坪坝区招商局将启

动新一轮招聘!面向全国再增招
(

名政府雇员!以应对今年增大

的招商任务$ 通知要求!政府雇员一年要完成
%??

万
!!???

万美

元的招商任务!或引进世界
%??

强)中国
%??

强)中国行业
$??

强

$

个即算完成任务$ +据
"

月
#"

日&重庆晚报'报道,

沙坪坝这种广招&招商人才$!并高薪加高额提成悬赏政府雇

员的做法!让笔者大跌眼镜) 因招商!从公务员队伍中&招聘$出一

批特殊的公务员和特殊的公民来/也因为招商!招来了一些凌驾于

其他商户的特殊企业来)这和我国政府的公权配置框架与公平为民

服务的理念相矛盾!最终将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另外!这笔回报给政

府雇员所需的巨额&招商成本$由谁来埋单!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么

多政府雇员大规模出动!平时所消耗的费用绝非一个小数目!提成

回报给招商人员的经费谁垫付( 如果最终投资者折腾一番后拍屁股

走人的话!那么!又由谁来为此担责( 而且!这笔巨款是否是预算内

开支( 如果是!是否经过当地人大的批准( 如果不是!这笔钱又要从

哪里出(

!!

+周明华, +

,--./001234'5678'93:'970<,3@:6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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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顶山市的发展思路中!

旅游业被看得越来越重$

一份相关文件有这样的提

法 "确立 #旅游兴市 %发展战略 !

把旅游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拉

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和支柱

产业来大力培育$

此次采访平顶山市市长李恩

东就是从 #为什么要 -旅游兴

市.%开始的$

平顶山市是一个资源型

城市" 当前%大力发展旅游

业%对调整平顶山市传统产

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

平顶山市委) 市政府高调提

出了#旅游兴市%战略$

在李恩东市长看来! 目前在

平顶山市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基

于下述理由"

着眼于平顶山市实际和长远

发展方向 !突出资源优势 !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必然战略选择(

解放思想)推进改革)谋划发

展!调整平顶山资源型城市的传

统产业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步骤(

义不容辞承担历史责任!保

护和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城市整

体形象!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大发

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李恩东说"#我们要树立大旅

游 )大产业的观念 !把旅游业作

为调整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

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来大力

培育! 作为提升地方知名度)美

誉度和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民

生工程来加快推进!出台大力促

进旅游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形

成旅游产业发展的高态势)大格

局$ %

他还介绍了平顶山市大力发

展旅游业的设想和打算"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

业经营和全社会参与支持旅游

经济的工作方针!按照旅游发展

产业化 )产业发展战略化 )旅游

管理综合化) 旅游规划法律化)

旅游价格科学化)旅游宣传一体

化 )旅游企业集团化 )旅游人才

专业化的发展思路!突出平顶山

#山)佛)汤%的旅游资源优势!创

新管理体制! 完善产业体系!推

动旅游业大发展 )大跨越 !使其

在全省 #旅游立省 %发展战略中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平顶山市旅游资源丰

富%旅游产品独特%旅游体

系完善%旅游特色鲜明"

关键词&近者悦 远者来

当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李

恩东市长对平顶山的旅游资源

非常熟悉! 介绍起来如数家珍!

还曾写有诗歌介绍之)赞誉之$

采访一开始! 记者对此即有

了深刻感受$

通过他的介绍! 记者知道了

#近者悦 !远者来 %的来历 "那是

在公元前
$#!

年!孔子与叶公曾

在平顶山境内的叶县讨论治国

理政之策 ! 留下了这一治政名

言$

通过他的介绍!记者了解到

当地的诸多名胜古迹"

始建于东汉的香山寺是中

国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千手千

眼观音得道正果之地!汉传观音

文化源头 $ 始建于北魏的风穴

寺! 距今已有
&$''

多年的历史!

曾与白马寺 )少林寺 )相国寺并

称#中州四大名刹%$

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和应国墓

地遗址被国家列为重大考古发

现$ 三苏园是宋代文学家苏洵)

苏轼) 苏辙父子三人的陵园!叶

县县署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

县衙$

#马街书会!是我国文化史上

的一大奇观!一年一度!绵延
(''

多年不衰!平顶山因此被命名为

-中国曲艺城.$ %谈到这里时!李

恩东非常自豪$

#不仅如此!我们的-山)佛)

汤 .特色旅游资源 !更是平顶山

和河南旅游的-黄金产品.$ 具体

说来!-山)佛)汤.就是-登尧山)

拜大佛)沐神汤.$ %他说$

#尧山%&&&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

")

级旅游区的尧山
*

是伏

牛山的核心景区!集北国山岳的

雄伟险峻与南国山水的钟灵毓

秀于一体 !被专家赞为 #大美之

山%!穆青称之为#中原独秀%$

#大佛%&&&佛泉寺景区有高

#'+

米的天下第一大佛&&&中原

鲁山大佛! 有重
&&!

吨的世界第

一大钟&&&世纪吉祥钟$

#温泉%&&&这里是中原乃至

全国温泉资源最丰富)开发利用

最早的地区$ 鲁山)汝州两大温

泉群以水质好)涌量大)水温高)

富含多种矿物质而闻名遐迩$

据李恩东介绍!近年来!平顶

山市依托 #山 )佛 )汤 %特色旅游

资源!成功推出了香山寺&下汤

温泉度假区&大佛景区&尧山

黄金旅游线路和伏牛山风光游)

寻根谒祖游 )休闲度假游 )佛教

文化游 )古建文化游 )汝瓷文化

游)民俗风情游七条特色旅游线

路$

通过高起点( 高水平的

规划%来确立平顶山市旅游

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

实施步骤%打造出一个个旅

游精品"

关键词&科学规划 打造精品

#我们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

规划!倾力打造一批旅游精品$ %

李恩东说$

他介绍说! 平顶山市政府今

年已经拿出
#''

万元编制旅游产

业发展规划!力争使其具有科学

性)指导性)前瞻性!成为平顶山

市旅游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并争取纳入到平顶山市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

#我们希望借助编制这一高

起点 )高水平规划 !确立平顶山

市旅游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

和近)中)远期实施步骤$ %这位

市长强调$

在谈到如何打造旅游精品

时!李恩东提出了两方面的思路
,

一是以打造旅游名市和国际

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为目标!围

绕#山)佛)汤%优势资源!把尧山

景区创建成
$)

级景区! 把大佛

景区打造成国内!甚至是世界知

名的佛教圣地 )旅游胜地 !将佛

泉寺 )尧山 )画眉谷 )二郎山 )叶

县明县衙)三苏园等景区打造成

精品景区$

二是促进文化与旅游紧密结

合$ 通过举办各类国际性节庆)

赛事 )活动 !实现文化与旅游相

结合 )相互促进 !将有形的文化

遗迹如香山寺 )风穴寺 )汝窑遗

址等建设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

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马

街书会) 赵庄魔术)#金镶玉%制

作工艺等开发成为富有特色的

旅游商品或是民俗旅游的一部

分$ 在近期启动/佛光普照0大型

实景演出的策划并正式演出!培

育新的旅游吸引载体$

李恩东指出"#要打造旅游精

品!配套措施不可或缺$ 这既是

旅游的要素之一!也是发展旅游

的保证$ %

据此他阐述了平顶山市这方

面的设想"

&&&把旅游交通纳入全市交

通建设总体规划! 力争通过
%!$

年的努力!实现来平顶山旅游的

游客远距离出行以铁路为主!中

远距离出行以高速公路为主!中

短距离出行则以公路为主!进而

形成各种交通方式互补)方便快

捷的旅游交通网络$

&&&加快酒店) 宾馆等接待

设施建设!今年将在鲁山县开工

建设
%

家五星级酒店!并加快温

泉度假村 )农家乐 )农家餐馆等

多层次的住宿餐饮业发展!提升

整体接待能力$

要创新理念% 用科学的

理念建立符合旅游业发展

规律的体制(机制和经营形

态"

关键词&促销推介 人才培养

平顶山市旅游资源丰富!旅

游产品独特!旅游体系完善$ 这

里文化厚重 !山川秀美 !特色鲜

明$

#这是平顶山旅游资源的真

实写照$ %李恩东说$

但他话锋一转说道"#好的旅

游资源必须要有好的推介$ 从今

年开始!我们平顶山市这些方面

将会是大动作不断$ %

根据他的讲述! 记者梳理出

平顶山市下一步的若干做法"

统一规划)搞好城市形象)重

点景区) 重点线路的宣传促销$

鼓励企业)旅游区进行特色宣传

和产品代理!积极与国内大旅行

商合作!推行旅游客源市场委托

代理制 !形成市 )县 )旅游区 )旅

行社优势互补)整体联动的促销

体制$

出台对旅游企业宣传营销以

奖代补政策 $ 市政府每年拿出

&'''

万元作为旅游宣传专项资

金!列入财政预算$ 旅游宣传要

纳入目标管理和全市对外宣传

计划!遇有重大外宣)招商)对外

友好和文化交流等活动!都要考

虑旅游推介$

建立多部门组成的旅游宣传

队伍!将宣传)旅游)文化等部门

及各县 +市 ,的宣传资源进行有

机整合!集中资金)统一形象!捆

绑宣传$

整合全市网站资源! 充分利

用专业策划 )新闻广告 )游客和

专家宣传 )大型活动 )区域联合

等手段!大幅度提高促销水平$

#这样的组合式)立体化的推

介肯定有助于打造平顶山-中原

独秀 )近悦远来 .的旅游主题形

象$ %李恩东说$

他接着说"#当然! 我们也会

加强人才培训力度!加强从业人

员管理力度!以提高旅游服务质

量$ %

比如!通过举办高级研讨班)

职业经理人认证!培养一批旅游

管理人才)职业经理人才和旅游

研究 )师资人才 (加强对旅游经

营管理人才)创意人才的培养引

进!提升旅游产业人才队伍的整

体水平$

比如!给予优秀导游员)讲解

员等旅游从业人员适当的政府

补贴! 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对旅行社)导游员实行星级评定

制度(建立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

诚信等级评定)信用监督和失信

惩戒制度等$

他相信!借助类似的办法!鹰

城平顶山的旅游业一定能健康)

有序发展!游客可以#游%得更放

心)更舒心'

链接一&

&五一$三天假日期间!平顶

山所有景区*景点+将免收门票!

对外开放 /在全国范围内 !发放

"#

万张价值
$

亿元的旅游消费

券!供游客在
%

月
!

日
!&

月
'(

日使用/开通郑州&鲁山的旅游

直通车)

为确保&五一$假日期间游客

安全!平顶山市已制订了各类应

急预案!安排了足够力量加强景

区治安, 安全管理及交通疏导)

其中尧山景区由于最大容量只

能容纳
)

万人!当达到安全容量

时!平顶山市将会及时提醒和疏

导游客到其他景区游览)

链接二&

平顶山市又名鹰城! 春秋战

国时期为应国都城&&&应城的

所在地 ) 在古文字上 ! 应国之

&应$与&鹰$是同一个字)

*&+#

年!古文字专家郝本性先生建议

将鹰城作为平顶山市的别名!以

纪念这一地区曾经出现过的辉

煌灿烂的古应国文明!该市采纳

了这个建议)

平顶山市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 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 未来它要建设成为全面发展的新型现代

化城市(中原城市群重要的战略支点(全国重要和国际知

名的旅游目的地"

! " # $ % & ' ( ) * + , -

!!! 访 平 顶 山 市 市 长 李 恩 东

本报记者 马禄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