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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厂"何以原址落地$

-,./

密歇根小姐

胡印斌

()*+
! ! ! ! 据新华社报道#)%%% 吨大型垃
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从两年前遇阻
到如今顺利在原址杭州市余杭区
中泰街道南峰村的一个小山湾落
地# 当地政府努力协调! 打开多
$结%的做法#为缓解$垃圾围城%问
题提供借鉴& 专家分析#要顺利达
成项目落地#最重要的是要与民众
协商沟通#做到全程公开透明&
还是同样的垃圾焚烧项目#
还是原来的选址# 两年前当地民
众曾聚集抗议#而今却顺利落地#
这一变化令人欣慰& 在这个过程
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民众与政府
的共识又是如何达成的'
当地官员表示# 关键在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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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
王文佳
! ! ! ! 他是奥运冠军#他是韩国首富#机
智!冷静!果决!身手矫健!帅到没朋
友#还带着全程犯规的性感笑容&他是
漫画里的男主#而我是漫画家的女儿#
也是他的迷妹&那一日#父亲要画最后
一番#却凭空消失在工作室&在那个空
荡的房间寻找父亲时# 一双满是鲜血
的手猛地拽住了我的衣角# 我被拖入
另一个世界# 拯救了倒在血泊中的男
主& 然后#爱情降临&
以上#不是我的故事#而是正在热
播的一部韩剧#叫 -!两个世界& 有人
说#这部剧击中了 ../女生& 我就是其
中之一& 不是因为想和男主谈恋爱#而
是脑洞大开的编剧为我幻想中的次元
壁破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带着甜味的
可能性+注*次元即维度#简单理解#二
次元是动画世界#三次元是现实世界,&
昨天更新的第五集中# 男主的世界
已经停摆#他不顾一切地杀入三次元#追
逐真相也追逐那跨越次元的极致爱情&
在剧中的次元壁# 只是一道闪着迷离蓝
光的泡沫幕墙#轻轻一推就能穿越&
这周还破天荒地看了一集超级女
声总决赛#不为别的#只为看一位二次
元少女$圈住那个 .%& 这位 0 站知名
翻唱 12 主# 她唱歌前的话更加打动
我*你们都说不理解我在唱什么#我会
努力把你们带入我的世界&
努力把二次元文化带入三次元世
界的公众人物其实有不少# 近期以一
身墨鲤抄登上热门综艺-我们来了.舞
台的徐娇( 早已痴迷二次元# 也是
3452678 的骨灰级粉丝的汪东城(还有
高呼 $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从来就没
有墙%#甚至为二次元写书的陈坤& 芒
果卫视此前也尝试过# 让虚拟偶像歌
姬洛天依搭档杨钰莹在小年夜春晚献
唱#但是#二次元和三次元依旧是泾渭
分明的两个世界&
圈 . 挺进了全国 . 强#她的网络人
气不俗#可是一路背负的争议#和评委
一句$今天你走出来了%的肯定#还是一
次次敲打着圈 . 和二次元中人#次元壁
客观存在#而且短时间内很难突破&
可喜的是#随着综艺节目入局#圈
层之外的影响力辐射渠道开始破冰#
二次元亚文化也随着 .% 后登上历史
舞台开始有了与主流文化对撞的底
气& 时光累积#我有理由相信#次元壁
能破#- 的故事有一天主角能够真的
换成你我&

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重视与群众
协商沟通#真正维护群众利益& 而
从决策科学的角度讲# 其实这涉
及决策民主# 以及政府信息公开
透明的问题&
此前民众为什么会$闹%' 除
了非理性的情绪过激之外# 项目
信息的缺失!沟通机制的阻滞#应
该是导致民众产生恐慌和抗拒的
重要原因& 政府决定兴建垃圾焚
烧厂# 如果事先既缺及时主动披
露#事中又缺顺畅平等交流#只是
依据行政运行的惯性思维# 说建
就建#不理会!不重视民众正当诉
求的表达#老百姓当然不会满意&
毕竟# 在垃圾焚烧这样一件
出现过污染先例的项目上# 有关
部门在做决策时要格外谨慎#必
须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 应该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公
开#扩大参与#听取民意#在兼顾
各方利益的前提下# 扎实推进项
目建设& 那种一味指责民众愚昧
和躲避蒙骗的做法# 只能激化双
方的对立情绪&
$讲清楚%不是简单地发发材
料#而是应该让民众深度参与!眼见
为实#真切地了解项目的运行情况!
污染可能#进而才可能消弭疑虑!化
解矛盾& 当地让老百姓自己组织队
伍到国内多地同类项目运营企业
去实地考察#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
体现& 不仅如此#引入第三方监管
机制#建立$居民随时监督%模式#一
定程度上也保障了民众的监督权&
此外# 针对民众担心利益受
损的情形# 当地也出台一系列政
策保障其有切实的获得感& 这种

重民生!重发展的做法#也极大消
除了民众的不满和忧虑&
当前#国内很多地方均面临着
垃圾处理的难题#很多城市已没有
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而垃圾焚烧作
为一个趋势#则普遍面临着$邻避
效应%导致的落地难& 与其指责民
众#政府不妨先从自身入手#做好
自己的事情#以公开透明换取社会
理性#以利益共享求得各方共识&
无论如何# 政府都应该直面
公众的质疑#多一些平等互动#少
一些简单粗暴(多一些公开透明#
少一些遮遮掩掩# 让民众心平气
和而不是疑窦满腹& 特别是#公开
和沟通还是要做在前面# 不能总
是等到事情$闹%大了才重视& 信
息越公开#政府就越可爱#而老百
姓就越通情达理&

构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
! ! ! ! ! 购物!订餐!打车!订票!挂
号 "" 对 年 轻 人 来 说 # $ 互 联
网!% 几乎可以覆盖衣食住行的
方方面面& 然而#对于 "#"" 亿 $%
岁以上的老人来说#能不能$&%
入互联网的大潮中# 是摆在面前
的一道难题&
不少地方在探索智慧养老的
试点工作#用$互联网&%养老的手段
打造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这些
平台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 整合各
行各业提供的服务# 为老人提供包
括紧急救援!家政服务!日常照顾!
康复护理! 精神慰藉等综合性的服
务项目&通过建立信息化!智能化和
多层次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构建
一个$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今天的老年人# 互联网的发
展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交友和生活
方式&比如#很多社区的老人们搭
建了 '' 群!微信群#扩大了交
往交流范围& 老人们还根据兴趣
和生活习惯不同# 建立了养生锻
炼群!旅游爱好群!摄影爱好群和
戏曲爱好群等等&
养老服务 "( 小时热线#目前
在很多地方都已开通# 医疗服务
是老年人的重点需求# 互联网大
有用武之地& 通过智慧社区系统

%&'
! ! ! !近日#教育部!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安监总局等三部门相继发布声明#
宣布退出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牵头的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
教育活动&*月+日# 有媒体记者从中
国关工委处获悉#活动已停止#关工
委已收回活动办公室公章#并责成其
整改部分遗留问题&关工委发布通告
承认#在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
中#确有人未经领导小组同意#以全
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办公
室名义与社会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收
取相关费用并产生民事纠纷&
公开报道显示#全国中小学生交
通安全教育活动自 "%+% 年 ++ 月 ,
日在北京正式启动&这项活动的初衷
是为加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减
少中小学生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这

首席编辑 /赵红玲 责任编辑 /郁晶陶

终端工具# 老人可将日常医疗保
健测出的血压!体重!身高!体温
等#上传至云服务器#系统将进行
智能分析并反馈给用户# 以便及
时掌握自身的身体状况&
$互联网&%养老已经成为老

年人的$生活必需品%& 在智能安
防!家政服务!网络购物等领域#
$互联网&%养老都可以发展出整
合社区资源!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的新模式& （王深远 刊今日人民
日报 本报有删节）

!光打雷不下雨"
! ! ! ! 连日酷暑#但不少户外劳动者身处高温第一线岗位#并没有拿
到高温津贴$ 他们表示%高温津贴听说过没见过$ 高温津贴是一项
良心津贴#用人单位不能!光打雷不下雨"$
孙绍波 画

沈月明
! ! ! ! $ 岁移民美国的北京姑娘全安
琪当选美国$密歇根小姐%#本也不
是什么大事# 不料引起国内众声喧
哗& 原因只有一个))
)这也长得太
丑了吧/
网上自然是不缺毒舌的# 比如
称她$辣眼睛%#$)$% 度全死角%& 不
客气地说那些用恶毒言语嘲讽攻击
全安琪的人#他本身就比$密歇根小
姐%丑了#至少是素质低了一等&
那么全安琪到底好不好看'老实
说我难以置评# 因为她的妆化得实
在太重了& 如果各位看过网上那些
流传甚广的$妆前妆后%对比图的
话#你对化了浓妆的女孩的真实颜
值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但如
果仅以全安琪的定妆照来评判的
话#我只能说她长得很健康#要说
美# 那是整个人精神气质的美#但
五官不一定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
美标准&
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是美
国一个白人占主体的州的选美大
赛#他们对美的认识本身就与我们
大大不同& 你去看好莱坞银屏上活
跃的亚裔明星#比如刘玉玲#比如
吴珊卓#都比那些我们公认的华人
女星更受欢迎& 何况人家选的是
$密歇根小姐% 或者说 $密歇根女
孩%#不光光看脸#还非常看重选手
的才艺和综合素质&
如果全安琪的脸蛋身材过了
审美第一关# 那么她的当选是可
以信服的&全安琪是一个很有才华
的女孩# 弹得一手漂亮的古典钢
琴& 在这次选美中#她弹奏了自己
原 创 的 格 林 卡9巴 拉 基 列 夫 混 合
曲#凭借这一高难度的钢琴曲收获
了当晚最热烈的掌声& 此外#她还
是创意研究学院的学霸#更重要的
是# 她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女孩#
她在选美过程中始终倡导美国社
会应该拥抱所有族裔# 尊重多元
文化&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以脸蛋是
不是符合自己的审美来评判一场
异国的选美大赛# 显然是有失偏
颇的&
每日经济新闻的小编在一篇
网络文章中写道* 就像她所倡导
的多元化理念一样# 我们对于美
的理解# 也应该是多元的# 而气
质!才华!思想相比流水线上就可
以改变的容貌来说更难修炼& 深
以为然&

!小黄帽"被叫停#反思不能停
何勇海
项教育活动设立的办公室自成立
以来#干得比较大的工程是$小黄
帽工程%))
)在全国中小学推广佩
戴新型小黄帽#预防交通事故))
)
却因为借$小黄帽%向企业收取上
百万的赞助费和保证金#与山东一
家企业引发商业纠纷#对簿公堂&
现在# 三部门退出这项活动#
显然是在向利用政府旗号敛财的
行为说$不%& 虽然活动已被叫停#
但对此事的反思却不能停&
反思之一*全国中小学生交通
安全教育活动的具体组织者# 凭什
么能利用政府旗号敛财'从报道看#
这项安全教育活动虽由关工委发
起!三部门参与#但这些年其活动都

是$交通安全教育办公室%在实施&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 既然相关部门
当初在这项活动中挂了名# 难道不
应该监管这个办公室到底在做些什
么事'相关部门参与进来#理应尽到
基本的行政监管义务# 防止某些人
借权生财# 对政府形象造成恶劣影
响#而非挂个名了事& 如今#这项公
益活动既然出现牟利之事# 相关部
门恐怕涉嫌行政不作为# 也该承担
相应的连带责任&
反思之二*还有多少$拉大旗作
虎皮%的社会团体#拉了政府部门
入伙#却干着敛财勾当' 这需要彻
底而有效的清查& 长期以来#有些
人比较推崇官商交织!背靠$大树%

好乘凉的理念#热衷于与政府部门
$协同作战%#甚至以此寻找借权敛
财的机会&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偏离公益方向! 变成敛财工具#就
在提醒政府部门#对类似平台或活
动要保持清醒!有所监督#否则#等
到管理失控# 一个简单的退出或叫
停恐怕是不能撇清干系的&
反思之三*如何进一步消除协会
或团体借公权生私财' 让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尽快与政府部门脱钩#免得
政府!市场!社会边界模糊!权责不
明#当是最要紧的& 一些公益活动应
交给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等来具体执
行#对有利益输送嫌疑的所谓$公益
活动%#政府部门更不应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