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昌海
从2013年1月1日起，全国铁路

将实施新票价。铁路客服中心网站
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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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到上海站下
调0.5元。南京出发的各类特快列车、
快速列车票价并未下调。

（ 见本报A06）
最低五角钱的降价幅度只能用

四个字来形容：大跌眼镜。这一次，
我们又“ 误读”了。

为什么会这样？据铁路方面解

释说，降价是取消了火车票里的强
制保险费用，而强制保险费是基础
票价的2%，并非票面价格的2%。而
且还打比方说，一张100元的火车
票，基础票价可能仅十几元到二十
几元。

原来如此，一张小小的火车票，
其票价构成还那么复杂。在“ 基础票
价”之外，还有数倍于“ 基础票价”
的费用。那么，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应
该追问，“ 基础票价”之外的费用都
有哪些，定价依据是什么？深为人们
诟病的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费已

成为历史，我们可以不再计较，但现
在正在执行的票价，事关我们每个
人的切身利益，我们理应弄一个明
白。否则，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们还会

“ 误读”人家的政策，花了冤枉钱还
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更希望“ 高
铁降价五角”只是一个引子，能够引
出公众对垄断企业运营透明的追
问。铁路运营作为独一家的买卖，应
该让所有公众都有参与权、建议权、
知情权。若能果真如此，这五角钱降
得值！

□左崇年
“ 鲁班奖”一年颁发近百个，获

奖工程频爆质量问题。安徽铜陵长
江公路大桥是鲁班奖的获奖工程，
却被人爆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这
也让人们对鲁班奖的评选产生了质
疑。 （ 中国广播网）

“ 鲁班奖”这一最高荣誉本应
该是授予建筑工程质量过得硬的
企业，可是如今却授予存在严重工
程质量问题的工程上，这里有没有

“ 豆腐渣工程”也获此殊荣，不得
而知，但严重质量问题的工程却获
奖却是事实。凸显“ 鲁班奖”评选
的乱象，评价机制的缺失，授奖的不
规范。或者不排除“ 鲁班奖”沦为

“ 中华脊梁奖”的猫腻。这是对荣誉
的亵渎。

“ 鲁班奖”由中国建筑业企业
联合会颁发，该联合会是由我国从
事土木工程、建设、建筑领域内施工
企业、服务机构、科研院所等企事业

单位自愿参加组成的非营利性民间
社会团体，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权威
性。但既然有颁发“ 鲁班奖”的资
格，那么就应对所颁发的“ 鲁班奖”
奖项负责，对评奖的工程质量把关，
通过专家的检查验收，确保工程质
量的名符其实。不能检验出一个工
程到底会不会出现问题，又有什么
资格给它颁奖呢。轻飘飘一句：“ 建
筑万一出现问题，就把奖项收回”，
未免成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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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认社会底层透射出什么信号？
□于文军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社会
蓝皮书》的一份报告中，对12所高校
超过两千名学生进行调查。数据显
示，80后、90后大学生普遍对就业信
心不足，自身满意度不高，大学生对
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也在降
低，约有七成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在
当地属于“ 下层”和“ 中下层”。

（ 据中国青年网）
曾几何时，大学生自视为“ 天之

骄子”，如今，约有七成的大学生认
为自己在当地属于“ 下层”和“ 中下
层”，非常低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
大转弯，出乎人们的意料。

随着高校不断扩招，高等教育
似乎有些普及化了，高考升学率高，
读个大学太平常不过，再也不是什

么令人羡慕的事了。与此同时，就业
形势严峻，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找
个工作特别是称心的工作较难，施
展抱负、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难觅。
刚毕业的大学生薪水不高，面对节
节攀升的物价，生活成本高，生存压
力较大。再说了，刚刚走出校门的大
学生，也不可能一下子进入社会上
层，处于社会中下层是必由之路，没
有什么奇怪的，除非有“ 拼爹”的实
力与背景⋯⋯显然，约有七成的大
学生来了个大转弯，折射了严峻的
现实，可以理解。约有七成的大学生
认为自己在当地属于“ 下层”和“ 中
下层”，也表明他们面对社会，趋于
理性，变现实了，这对于他们把握人
生轨迹，改变命运，是有所裨益的。
知道了自己处于社会底层，才能找

准自我定位，摒弃种种不切合实际
的幻想与虚妄自大，脚踏实地，奋发
图强，杀出一条“ 血路”来。

从另一个角度看，七成大学生
自认属于“ 下层”和“ 中下层”也表
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存在
着壁垒且有所固化，这将影响社会
的公平与活力，必须引起我们的警
觉。七成大学生自认属于“ 下层”
和“ 中下层”，也不能把板子全打
在大学生身上，它还反映出高等教
育滞后于现实需求的矛盾。如今的
高等教育对大学生的竞争力培养
重视不够，知识老化，以至于大学
生们走上社会后，需要较长时间的
自我调整才能适应社会的现实需
要。对此，高校应当感到汗颜，应当
反思自己。

希望“ 高铁降价五角”只是一个引子

□刘晶瑶
22日，蛇年春晚语言类终审，郭

德纲喜气红衣压轴亮相，并在深夜秘
密返场，接受剧组“ 特别审查”，因此
观众很有希望在今年春晚舞台上看
到老郭的身影。

曾几何时，郭德纲是小剧场相
声的代表，也是传统相声复兴的指
望。他颠覆了歌颂体形式的相声，将
草根阶层的喜怒哀乐搬到相声舞台
上，他的出现改变了“ 最逗的是相声
不逗”的现实。人们纷纷成为“ 纲
丝”，更多的原因还是能从他的舞台
上，看到小人物生活的悲欢离合，看
到现实的窘迫。

他也曾经在经典段子《 我要上
春晚》中，表达了对于彼时娱乐节目
不娱乐的讥讽，包括为了让更多的明
星露脸搞的大合唱式的表演等等。
时过境迁，春晚的形式正在逐年改
进，正越来越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在
这种改变之下，自称“ 非主流”的郭
德纲将亮相蛇年春晚的消息，其实并
未那么让人讶异。

春晚舞台对于演员的意义，其
实不言自明。有人将演员分为两
类：上过春晚的和没上过春晚的。
在一个拥有近10亿观众的舞台上，
展示自己，提高的不仅是知名度和
收入，甚至可能是整个演艺事业和
人生走向的改变。而春晚节目的选
拔标准，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有资格拉上去遛遛的，都不是平庸
之辈。因此，没必要去纠结郭德纲
曾经自认“ 非主流”，不上春晚，如

今又接受邀请，是否是出尔反尔之
举。反倒该担心的是，他形式上的
被“ 招安”，是否会改变他敢于砸
现实的挂的本质。

讽刺是相声艺术的精髓所在，人
们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相声的黄金
时期，当时梁左创作的《 虎口遐想》、

《 电梯奇遇》、《 大新闻》、《 小偷公
司》等作品，至今听来都令人津津乐
道。因为其中所讽刺的现实中的机关
作风，现在仍存在于人们身边。

倒是近些年的晚会相声，变着
法子地想挠观众的痒痒，却从不触
及社会现实，结果适得其反，让观
众看着反胃。我们身边绝对不缺乏
种种笑料，而且现实生活往往比剧
本设计得更为精彩，如果将这些内
容搬上舞台，绝对会是一场精彩的
表演。

郭德纲、嘻哈包袱铺和各种小剧
场相声，被认为是相声活力延续的根
源所在，背后的原因也是他们就是活
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办个准生证遭
遇机关脸，下班天天堵在二环路上，
旅游度个假被狠宰一刀，种种生活中
遭遇的不平事都会表现在他们的作
品里。

据说，今年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
围绕着郭德纲开烤串店招募帮手展
开。可以预想，老郭还会如往常一样，
砸自己老搭档于谦的挂（ 砸挂是相
声界术语，指相声演员之间彼此戏谑
取笑）。但我们更希望看见的，老郭
依旧有勇气，砸现实生活的挂，针砭
时弊，说出小人物的心声。

□张玉胜
12月20日开始，温州市直属27

个部门的一把手针对当前工作和明
年的规划进行了总结汇报，整个过程
持续了两天，全程现场直播。温州金
融办主任张震宇因温州金融改革一
度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一向能
从容应对的他，在发言时一反常态，
脸上不停地直掉大汗珠。

（ 据《 新京报》）
年终岁尾，正值上级对下级进行

包括班子建设在内各项工作检查验
收的“ 考核”季。温州市对直属27个
部门进行班子集体亮相、一把手公开
述职、“ 考核组”现场打分、媒体同步
直播的公开考评，无疑让看俗了走马
观花、吃喝送礼的“ 宴收”的人们，着
实眼前一亮。

官员们完全没有了往年的轻松
与惬意，述职时的“ 满头大汗”，凸显
其紧张与忧虑的心理压力。面对此情
此景，有网友调侃：官员台上出汗，百
姓心中有盼。

不过，官员流汗只是一个花絮，
细品温州市此次一改考评旧习的创
新之举，其实有不少真正的看点。

一是戒除了弄虚作假。由于要直
接面对领导发问、专家质疑、媒体评
判和群众监督，单位年初的承诺是否
兑现、工作的措施是否得力、相关的
数据是否可信，在众目睽睽之下便很
难掺杂使假。

二是推进了政务公开。尽管我们
一直倡导政务公开，但过去的“ 公
开”往往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
放在领导案上的静止公开，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媒体参与和民众监督。一把

手公开述职、现场沟通，让单位信息
广而告之，单位形象一览无余，这才
是动态性的公开透明。

三是规避了迎来送往。与过去
组织若干考核组分赴各单位考评的
各行其是相比，温州市的此次考评
无疑是一场统一大考，这不仅统一
了标准、节省了时间，更消弭了猫
腻。施礼“ 贿考”、考核“ 宴收”失去
了平台。

其实，年终考核不仅是对单位工
作的年度考评，更应是对官员人品官
德的现实洗礼。据此我们可以把官员
在台上的“ 满头大汗”比作洗尘除垢
的“ 汗蒸”。

已习惯于抛头露面、留影留声的
一把手缘何“ 满头大汗”？尽管不乏
惧于场面宏大、忧于官帽去留的局促
与紧张，但人们据此还是对官员读出
了不踏实、不自信、不习惯的为政软
肋，即述职者缺乏对单位工作有“ 实
招”、有“ 硬货”、有“ 看点”的胸有
成竹，没有对上级负责和对百姓负责
一致性的履职习惯，缺少直面质疑、
接受评判的心理准备。由此看来，温
州市的此次“ 公考”，应该是对官员
工作扎实、作风务实、述职诚实的一
次活生生教育。

述职官员满头大汗的“ 汗蒸”，
让人们自然会想到日前媒体披露的
某副县长，为陪同上级检查验收的
领导而一天洗8次温泉澡的案例，如
果他们的验收有如温州市的公开透
明，官员还有时间和兴致畅浴温泉？
陪同副县长还会有“ 虚脱”之虞吗？
何为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温州
市的做法值得借鉴。

述职看点不在官员流汗

但愿上了春晚
郭德纲仍敢砸现实的挂

“ 鲁班奖”不能沦为“ 中华脊梁奖”

李宏宇 绘

》一吐为快

》短评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