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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华

双青村村民肖建军， 是宁乡县为数
不多的千亩大户，耕种面积1020亩，全年
利润有望突破40万元。 肖建军却又表示：
“我的儿子在县里读初中，以后肯定不让
他回家种田。 ”（12月23日《人民日报》）

年收入40万元，应该算高收入了，却
非常肯定地表示不愿意儿子继续种田，
确实有点不好理解。 但是肖建军多年从
事农业，酸甜苦辣自己最清楚，因此他不
让儿子将来回家种田自然有其道理。

22日在京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传出喜讯，我国粮食产量“九连增”，农民

增收 “九连快”。在可喜的成就面前，会议
非常冷静非常前瞻地指出， 要不断理顺
农产品价格， 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
利润；要不断增加农业补贴，使之成为发
展农业的有效政策工具。 今后一段时间，
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
长，并力争超过。战略决策的基础，对应的
就是无数“肖建军”们的心态。

为什么肖建军不让儿子将来种田？
有的农民一年有几十万元甚至更

多收入，但是其中的艰辛也是难以想象
的。 肖建军一亩田利润只有四百元，四
十万元利润需要种一千多亩。 显然，不
可能每个农民都能承包一千多亩田来

种，一年几十万元利润不是那么容易复
制的。

其次 ，承包1000多亩田 ，每亩租金
400元一年， 再加上农资和人工成本的
投入， 一年的流转资金不能少于60万
元。 肖建军说，今年光付利息，就用了14
万元。 这么大的流转资金，这么重的利
息负担，作为普通农民很难承受。

更让农民烦心的是，很多地方农田
设施不完善，一遇大雨，田就淹了，久晴
无雨时，却又望水欲穿。 一位农民就说
道：“前年寒露风来得早， 去年旱灾，我
就基本没赚什么钱。 ”没赚什么钱还能
维持，一旦遭大灾，投入的几十万元成

本就难以收回。
所以，很多种田大户一年有几十万

元的收入，表面上风光，但背后却有很
多风险，甚至有一些种田大户因遭灾亏
本返贫。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1月28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农业和农村
工作汇报。 会议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
使一部分年轻人愿意在农村留下来搞
农业，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

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种田， 就必须要解
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
发展农业的一系列举措， 都是为了解决农民
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落实好。

沈德良

一天泡8个澡，于正常人而言，
恐怕不现实。 但在以温泉著称的内
蒙古某县，分管外宣工作的副县长
创下了一天之内陪来县里考察、视
察的领导泡8次澡的 “记录 ”，以至
于他坦言 ， 自己整个人都快虚脱
了。 无独有偶，在内蒙古，另一县级
市的接待办负责人一天吃了4次早
餐， 原因是来考察的领导扎堆，哪
一个也不敢得罪。

无论是一天泡8次澡， 还是一
天吃4顿早餐， 尽管于内心感受而
言，这般折腾并非情愿，但“来的都
是领导，谁也得罪不起”。 同样，无
论副县长还是接待办主任，说不定
在其他场合，也可能享受类似被人
招待的待遇。 因此，他们如此并非
“病态”，有问题的只是现实生活中
迎来送往的官场陋习和难以有效
遏制的公款消费。

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中央
高层亮出了“从我做起、向我看齐”
决心 。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期
间，不封路、不铺红地毯，车队与私
家车同行，住普通套房，吃自助餐，
这些细节，处处体现着温馨的亲民
理念。 基如此，人民有理由期待党
的各级干部上行下效，切实取得清
除积弊、改进作风的实效。

在如此背景下，“副县长一天陪
泡8次澡”的新闻格外刺眼，与“八项
规定”中“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
接待”等要求明显相悖。毋庸讳言，类
似“新闻”并非内蒙古一地独有。群众
在热捧“八项规定”的同时，也不免担
忧“政策出不了中南海”。

“一天泡8个澡 ”，折射出来的
是党风、 政风中亟待解决的顽症。
让基层不惜代价大搞公务接待，根
子在上头，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
甚焉”。 从工作作风角度看，泡8次
澡、吃4次早餐是官场唱虚功、图虚
名、贪虚荣、冒虚火的无奈表现，是
在堂而皇之听任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肆意作祟。

要有效遏制类似 “一天泡8次
澡 ”的怪现象 ，就必须建立作风建
设的长效机制 ，用制度确保 “八项
规定”持久的生命力。 事实一再证
明 ，好的规定难以落实 ，问题并不
在规定本身，而是缺乏配套措施和
完善的监督机制。 基于此，要保证
“八项规定”在执行中不走样，就必
须建立起立体的、行之有效的监督
制度。

有效改善工作作风，考验着执
政党的智慧。 “一天陪泡8次澡”的
“新闻”警示，转变干部队伍的工作
作风，离中央的要求和民众的期待
还有相当距离。

高铁票价
还要试行到何时

叶祝颐
京广高铁将于12月26日全线贯通运营， 京

广高铁全线贯通后， 我国新建高速铁路投入运
营里程将达9300公里。 12月22日， 铁道部京广
客专河南公司副总经理马明正表示， 按照国家
价格法， 京广高铁是新产品， 实行试行价。 票
价考虑了消费者的承受能力， 有一部分人认为
高， 也会有部分人认为价格适当。

京广高铁是新产品， 所以实行试行价， 这
样的解释很耳熟。 去年， 针对京沪高铁未听证
的质疑， 铁道部运输局综合部主任李军就曾回
应称， 根据 《价格法》 的规定， 经营者可以制
定属于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范围内的新产品
的试销价， 运营初期可以不进行听证， 试运营
一个时期以后， 可由有关部门决定是否听证。

客流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 客流量不稳定 ，
暂时无法正确核算其折旧、 运营等成本， 如果
急于测算成本、 核定运价， 反而可能会增加旅
客的分摊成本 ， 这些都是听过很多遍的理由 。
可是 ， 我国新建高速铁路投入运营里程已达
9300公里， 列世界第一位。 再以没有经验可循、
无法核算成本、 难以估算客流等理由来回避公
开定价机制， 已然说不过去了。

京广高铁处于试运行期是事实， 但京沪高
铁已经运行1年半， 武广高铁、 郑西高铁、 京津
高铁等则运营了更长时间， 也没有举行价格听
证。 《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 第三条规定： 制
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 公益性
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
导价、 政府定价 ， 应当实行定价听证 。 显然 ，
高铁不能这样一直试运营下去。

高铁的蓬勃发展， 让民众出行方式的选择
范围扩大了。 但是 ， 高铁增加的同时 ， 硬座 、
硬卧等普通列车的营运数量也在减少， 民众对
廉价铁路产品的选择范围反而缩小了。 闭门制
造高铁票价， 避谈高铁定价程序与合理性， 高
铁票价甚至贵过机票， 真的考虑了消费者的承
受能力？

王军荣

“广州泄露‘房叔’房产信息者
被调离原岗位并记过” 的新闻22日
见诸微博，转帖跟帖如潮。 不少网友
发出“房叔还没处理，举报者已经先
被办了”的声音。 记者采访了一些律
师和政协委员，对于“程序不正义、结
果正义”的“房叔事件”，他们基本认
为———捍卫程序正义是必要的。（12
月23日《南方都市报》)

通过不合法的途径与手段获
取并公布个人信息 ， 取得正义结
果，是对是错？

如果没有那位泄露 “房叔”房
产信息者，恐怕“房叔”还活得挺滋
润，而不会被双规。 从这个角度看，
公众实在不愿意泄露 “房叔 ”房产
信息者被处分。 然而，其通过不合
法的途径和手段获取并公布信息
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官员财产公开
制度并未全面铺开之际，公民包括
官员的房产信息确实不能被内部
人员擅自公开。

泄露 “房叔 ”房产信息者被处
分 ，从情感上难以接受 ，但符合相
关规定，也无可厚非。 毕竟借职务
的便利泄露别人的隐私，绝对是不
道德的，也是违法的。 再往深层次
上说，泄露“房叔”房产信息从而达
到举报目的，这样的行为本不具有
复制意义 ， 一方面违犯了程序正
义，另一方面也牺牲了个人隐私。

反腐本不该靠泄露 “房叔”房
产信息这样的“另类途径”。 这里面
需要厘清的是 ：其一 ，官员的房产
能否作为隐私？ 其二，官员的财产
何时才能真正公开？ 只要官员财产
公开制度真正实施，也就根本用不
着靠 “内部 ”泄露信息来把贪官拉
下马。

牺牲制度维护的反腐，不是我
们要的反腐方式，违犯程序正义的
反腐，同样不是值得倡导的反腐方
式。 不过，泄露“房叔”房产信息者
被处分 ，虽然符合程序正义 ，但还
是有点简单粗暴，容易打击民间反
腐的积极性。

据《南方都市报》23日报
道，广州3名女子在一小区遛
狗， 两名清洁工先后劝说她
们清理狗粪，遭到3名遛狗女
的辱骂：“你们的命还不如狗
命值钱。 ”盖女士上前劝解，
却发生冲突并受轻微伤。 面
对民警的调解 ，3名女子提
出：“可以赔钱， 但是不能道
歉”。

有钱人骂穷人
“命不如狗值钱 ”，
这不是第一回了 。
每次曝光之后 ，都
引起群情激愤 ，但
最终的结果， 似乎
都是不了了之。 对
于做错了事还辱骂
清洁工的人， 究竟
该如何处理， 确实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

如此辱人 ，自

然和道德、素质脱不了干系，
也与犯错成本过低有关 ，就
如前段时间热议的 “中国式
过马路 ”。 连道歉都不愿
意 ， 还能指望这3
名 女 子 能 从 中 汲
取教训？

文/图 沈海涛

■一句话评论
从2013年1月1日起， 全国铁路

将实施新票价， 高铁票价的降幅在
0.5元至4元之间。 以南京为例，南京
到北京高铁票价下调1.5元，南京到
上海下调0.5元。

———吆喝半天，买不了一把小菜。
6岁开始写作，8岁出版第一本

诗集《梦落花》，迄今已发表诗歌、童
话和小说等作品10多万字。21日，重
庆的9岁男孩徐毅正式加入重庆市
作家协会。

———只能用骆宾王7岁写 《咏

鹅》来解释了。
针对公众对县长热线管理办公室

招聘16名工作人员存在公共资源浪费
的质疑， 隆回县决定整合县长热线管
理办公室职能，核减工作人员编制。

———接线员多是其次， 就怕热
线变“冷线”。

全国公路1年罚款约2700亿元。
从1994年治理公路三乱开始， 已经
有18年了， 公路三乱现象不仅没有
绝迹， 反而成为一些地方路政交通
人员敛财的工具。

———莫让公路罚款成违法 “通
行证”。

郑州市中州大道与农业路交叉
口处立交桥下， 许多农民工曾在此
露宿。如今严寒来临，这里装上了防
护网，护栏上悬挂着大红条幅“天气
寒冷，桥下不宜露宿”。

———温馨提示背后还得有救助
措施。

河南濮阳市对全市1865名大学
生村官中的438人在岗情况进行抽
查， 查出不坚持到村工作的有24人。
有被调查者表示，有人一边当大学生
村官，一边到市里打工，拿两份工资。

———基层不是升迁跳板。
点评：易凌翔

一天泡8个澡，没病吧

怎么看泄露“房叔”信息者被处分

年赚40万，为何不愿儿子种田

■新闻漫画 何以“人命不如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