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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喜欢怀旧， 喜欢在比自己更小
的人面前大叹 “老了 ”，似乎在一夜
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是什
么， 让本该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变
得暮气沉沉？

最小的24岁， 最大的也不过33
岁。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
的年龄分段：44岁以下为青年人，45
岁至59岁为中年人， 60岁至74岁为年
轻老年人，75岁至89岁为老年人，90岁
以上为长寿老人，80后一代正处于最

青春的时候，应“如朝阳，如乳虎，如白
兰地酒，如春前之草，如长江之初发
源”，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

80后，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
代，在拥有更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
着不少的阻碍， 机遇来自社会转型，
阻碍则来自转型中的负面因素。房价
飙升让城市生存成本增加，教育与社
会的脱节也让他们苦不堪言。

财富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 ，
注定了80后奋斗起点的差距。 学者
秋风说：“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想
象力。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为

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
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
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 一种面向
心灵的生活方式。”这是戳中80后焦
虑的精辟之论。

社会不公，流动凝滞化，也容易
削减80后的斗志。现在，考“碗”大军
兴盛， 成为公务员是不少年轻人的
渴求。之所以如此，无非是看中工作
的稳定，可靠的保障，以及或隐或现
的福利。扫除笼罩在社会上、徘徊在
青年人心头的暮气， 需要社会对他
们敞开更多的机会之门， 提供更公

平的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间。
应该看到，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

不会太轻松。 白岩松认为：“你们现
在担心的是房贷， 我们那时住地下
室，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还会有自己
的房子和车。 青春从来就是不容易
的代名词。”

如果说“叹老”只是情绪的释放和
吐槽,那么精神上的“早衰”就值得警惕
了。无论80后还是60后、70后、90后，青
春不是时间的刻度，而是心理的记号。
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应有一股朝
气，都应“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侯东军

“欲望是发展的动力，也是腐败
的根源”、“诱惑就像美丽的罂粟花，
在你面前洋溢着芬芳”…… 湖南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日前在新
任副厅级领导干部廉政教育班开班
式上，作了题为《循辨证思维作为，走
历史必由之路》的报告。 他用诗一般
的语言勉励学员加强自身从政道德
建设，自觉抵制各种诱惑。

从雷政富到李春城， 再到刘铁
男， 贪腐官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抵制不住各种诱惑———雷政富
倒在女人的床上， 李春城被权力绊
倒，刘铁男被金钱砸昏了头。“女色”、
“权利”、“金钱”似乎成了某些贪腐之
徒的“死穴”。

“诱惑就像罂粟花”，看上去很妖
艳，背后却能取人性命。 对于公权者
而言，这类事件犹如前车之鉴。

用家庭温馨抵挡住女色诱惑 。
传承千年孝道，做父母的好儿子；用
法国式的浪漫，爱着自己的老婆；用
“他就是将来的我”的心态，教育好子

女。幸福的家庭需要经营，同样，幸福
的家庭能让自己享受到不尽的快乐，
就不会为爱人之外的女色所惑。

用责任抵挡权力诱惑。 “权力就
是服务”，手中权力只能服务社会，为
民谋利。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在行使
权力过程中，要把奉献和付出摆在首
位，时刻为党的事业、重任在肩而“自
重”； 为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而 “自
醒”； 为坚持操守、 拒绝贪腐而 “自
警”，不把权力当做利益输送、寻租的
筹码，不把下属当“家奴”，不把单位
和部门当“钱包”。

用平常心态抵挡金钱诱惑。人一
辈子，非要花钱的地方，无非是一套
房子、一碗饭、一个孩子、一身衣服、
一盒药。 倘若有知足常乐的平常心
态，就不会为世俗的东西所累、所困、
所惑，用自己劳动所得，过平平常常
但又快乐的日子。如此，就能行得稳、
坐得正，睡得香。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每一位党员
干部要远离“女人上床、权力上头、金
钱上门”，花自己的钱过平民生活，用
手中的权力做惠民之事。

沈仁芳

少年儿童“无歌可唱”的现状，总
会成为这些年来“六一”儿童节前后
的重复话题。人们时不时会遭遇这样
的尴尬———稚气未退的孩子嘴里，经
常冒出“你亲我爱”的成人化歌曲。

音乐教育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
中具有关键作用。 但近二十年来，国
内的儿童音乐能在孩子们中间广泛
传唱的好作品实在不多，除了他们父
辈曾唱过的那些经典儿歌，孩子们唱
的要么是那些成人化的爱情歌曲，要
么是国外动漫的主题曲。

随着 《金鹰卡通》“中国新声代”
的登台亮相，这一沉重话题或许能给
人以新的期待。作为一档纯净的儿童
音乐类节目，人们期待它能成为中国
儿童音乐教育的全新突破口。

儿童是民族、国家的未来；重拾
儿童音乐这块被忽略的音乐阵地，是
一种责任担当。《中国新声代》将集结
一批顶尖的优秀音乐作家，创作属于
且适合于孩子们自己的歌曲。 “新声
代” 将对一批经典儿歌进行整理创
新，在歌词或是旋律上赋予其时代感

和时尚感，使其更适合现在的孩子们
传唱；此外，节目还会请资深音乐家
们创作一批全新的原创歌曲，让这些
属于且适合他们的歌曲，成为孩子们
倾诉心声、表达感情的“心灵鸡汤”。

唤醒社会对孩子们的关注， 是人
们对《中国新声代》的更高期待。 儿童
是社会的缩影， 但成年人们是否真的
听到了孩子们的心声、 了解他们真实
的需求？ 为什么孩子们关注的焦点与
家长们的焦点总是不能重合？ 这档节
目从孩子们的视角， 看父辈们的喜怒
哀乐，说家庭故事中的亲子关系，也让
父辈们在欣赏孩子的表演才艺之外，
直接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与需求。

让孩子保持一颗不受世俗侵蚀
的童心，让孩子的成长远离功利的诱
惑，是造就公民社会的重要一环。 和
其他音乐歌唱比赛相比，这档节目没
有淘汰概念，4位明星老师没有选择
的学员，自动进入主持人音乐学院组
成第五个班级，从而让节目成为孩子
们展现才智、兴趣的舞台，而少了成
人世界的争斗。

对孩子们来说，好好唱歌，唱好
歌，就是他们走上这舞台的全部。

李英锋

只需交5100元就可贴新西兰奶粉
商标，只需花一万多元，就可拥有一个
原产地新西兰的品牌。 日前，央视揭穿
了目前国内贴牌洋奶粉乱象。

自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曝光后 ，
国内的乳品信誉便一直在低位徘徊 ，
消费者对洋品牌趋之若鹜。 未料 ， 洋
奶粉也是鱼龙混杂， 让人防不胜防。

假洋奶粉已经不是奶粉质量的问
题了， 有欺诈之嫌， 已经触及了刑律。

“重拳方有效 、 重典才治乱 ， 决

不能再出现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 李
克强总理5月13日强调， “让不法分子
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食品安全为何乱象丛生？ 说白了，
无非是两条， 其一， 不法分子抱有侥幸心
理， 觉得多半查不到自己头上； 其二， 违
法成本过低， 即使被查到了， 也没什么大
不了。

当 5100元就可贴上新西兰商标 ，
只需花一万多元， 甚至可拥有一个原
产地新西兰品牌 。 如此所谓的 “贴
牌”， 是在 “挂羊头卖狗肉 ”。 假洋奶
粉欺骗消费者， 乱象背后是监管失灵。

如此虚假的东西能够堂而皇之地摆上
货架， 说明监管存在严重问题 。 奸商
的对策走在监管之前， 奸商有了新手
段， 而我们的监管却依然在 “抱着石
头过河” ———连实情都 “摸” 不到。

赵本山在春晚小品《钟点工》中有一
句经典台词：“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
识你了？ ”消费者掌握的信息有限，查证
能力、识别能力也有限，要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监管部门就必须依法出手，重
典治乱，剥掉假洋奶粉的“马甲”，让消费
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不法分子
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一句话评论

上海市教委表示，
将在全市幼儿园开展上
海乡土文化教育， 通过
开展以上海城市为背景
的各类主题活动， 以学
唱上海童谣和儿童游戏
的方式， 加深儿童对上
海方言的感知。

———方言消失 ，地
域文化就会有断层。

月坛周边是北京城
著名的行政区， 在这区
域内高档餐厅林立，大
大小小十几家。 美林阁
就是这个地区小有名气
的餐厅，开业11年，一直
宾客满堂。 如今它已人
去楼空，关门歇业。

———“傍公 款赚钱
快”，本来就是畸形营销
方式。

湖北天门市委组织
部长祝尊乾，5月8日中
午酒后在深圳海域乘坐
摩托艇时， 不幸触礁身
亡。 天门市对外称其因

“交通事故” 发生意外，
但 15日有网友发微博
称， 祝尊乾是应天门市
药监局局长之邀，以“招
商引资” 的名义去深圳
玩的， 而驾驶摩托艇带
祝尊乾出海玩的是一位
在深圳做生意的老板。

———政与商不要走得
太近，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于江湖。 （点评 李慕汉）

在2012年的年报中，1720家上市公司披
露了“业务招待费”，共计133亿元。 其中，招
待费排名前10的均为国企，这10家上市公司
去年用于吃喝应酬的费用共计29.07亿元。其
中，上海建工和葛洲坝的招待费超过年利润
的11%。在“招待费”这个名目背后，中国商业
社会中拉关系的作用在数据中得以凸显。

国企招待费动辄上亿元，1720家上市公
司的招待费竟然高达133亿元， 可见在企业
经营成本中，“业务招待费”是一笔不菲的开
支，也成了蚕食股民、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源
头。 什么时候开始，维护关系、企业经营行为
就得靠吃请？ 这种风气何以成了商道潜规
则？

“维护关系靠吃请”的商道潜规则，侵害
的是国家利益， 损害的是市场竞争的秩序，
玷污的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亟须加以纠
正。 否则，市场竞争的秩序将更加混乱不堪，
权力腐败将不断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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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轻松 诱惑就像罂粟花

让孩子有属于自己的歌

剥掉假洋奶粉的“马甲”

■新闻漫画

“维系关系靠吃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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