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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曝醬油塑化劑超白酒

行者無疆給山裡娃送暖

馬賽克遮不住公信喪失之羞

眾議苑

網觀風雲

寸草心

點擊中國
微言大義

草根抱怨被高鐵
京廣高鐵車票20日開始銷售。從北京西至廣州南的票

價最低865元，最高2727元，網友連稱太貴，表示高票價
未考慮到國民的實際收入水平。隨着高鐵的開通，多趟普
通列車將會停開，旅客們或將只能選擇高鐵出行。不少網
友對自己 「被高鐵」表達了不滿。老家在湖北孝感的 「我
是劉大牛劉小牛劉牛牛」的網友說： 「被高鐵了。直達車
沒有了。就連作為備胎的動車也沒有了。」

網友 「yunlong02」也表示： 「現在消費水平達不到，
幹嘛建設這麼貴的鐵路，尤其當前階段，長距離高規格鐵
路還不是時候，高規格鐵路應該是在局部建設，長距離建
設普通等級鐵路，群眾真正富裕時，再組網成高規格鐵路
。」

「昌昇楊明」網友認為，京廣高鐵票價達到驚人的800
多到2000多元，高過飛機。富人可隨意選擇飛機或高鐵，
對於數以億計的普通百姓而言，出行將變得越來越難。停
開普鐵，壟斷定高價來償還貸款，將會適得其反。

知名評論家項立剛則認為，提高服務質量，加強安全
管理，撤銷商務艙這 「樣子貨」，降低一等座票價，高鐵
會非常受歡迎。

【網友評論】

劉文偉：一種新的體驗，新的嘗試，從某種程度
上充實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我們物質上還不富裕的人
只能望高鐵興嘆。

崔跌福順：希望春節時把價格調低一點，像坐大
巴車四五百元。

Ann：票價真的太高了，農民工的收入一個月都
沒有那麼多，不知道要準備多久才可以去一趟北京。

帥帥：開通高鐵是方便百姓出行，把票價定得這
麼高，這叫方便嗎？有多少百姓望着價錢止步，還不
如坐飛機。

郭斐：真正有多少人能坐得起，只不過是把建高
鐵的成本轉嫁到人民身上，和當初建高速公路有什麼
區別。

公羊墨：群眾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月不吃不喝
，坐趟高鐵回家；好吃好喝，不坐高鐵也不回家孤獨
一個人在外瀟灑。

許會河：掙的是非洲的工資，坐的是中國的高鐵
，享受歐美人的消費。 （騰訊微博）

我們老了誰來養？

近日有內地媒體報道，廣西興安縣國土局網上公
開的數名副局長、黨組成員的照片打滿了 「馬賽克」
。有關負責人回應稱，這是為了防範不法分子下載照
片進行敲詐。這個理由不禁令人啞然失笑。既然是信
息公開又何必遮遮掩掩？既然害怕敲詐又何必掛出照
片？進退失據的荒唐之舉，暴露了部分政府官員公信
力喪失的窘境。

原來 「馬賽克」除了可以為某些 「藝術片」充當
綠葉，還可以遮擋官員的面目。當信息公開碰上惡意
敲詐，某些官員就左右做人難。公開吧，有居心叵測
的人循着樣貌和姓名就寄來了勒索信。不公開吧，奈
何上有政策，太過另類也扛不住。於是某些官員就想

當然地選擇了縮小公開的尺度。殊不知， 「馬賽克」
雖然能夠模糊一些不願公開的信息，卻吸引了人們關
注的慾望，讓本來想模糊的東西凸顯在公眾的視野之
中。

為什麼某些官員不願透露自己的信息，就連公開
一張照片都要作 「嬌羞狀」？為什麼不法分子可以堂
而皇之地利用官員的照片成功施行詐騙？物必先腐而
後蟲生，正是部分官員貪污腐化、心中有鬼，才使得
不法分子有可趁之機；正是部分官員脫離群眾、罔顧
民生，才使得某些政府部門威嚴掃地、公信喪失。因
此，某些官員才會驚弓之鳥般為模糊 「隱私」而做出
一些弄巧成拙的舉動。

如果 「高清無碼」不足以昭示官員們的襟懷坦蕩
，那麼 「馬賽克」就只能凸顯某些官員的自欺欺人。
有人總結說，現在的官員對老百姓有 「三怕」：一怕
攔路喊冤，二怕堵門罵娘，三怕上訪鬧事。於是部分
官員不僅不敢走出辦公樓去與群眾面對面，就連上網
還得往頭像上打個 「馬賽克」。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
反映了現實中的一種尷尬，部分官員脫離群眾太久了
，失信於民太深了，想要回到群眾當中很難。要想重
拾老百姓對一些政府部門的信心，還需強化對領導幹
部的社會監督，只有讓更多的領導幹部都心繫百姓、
廉潔從政，官員們才不會逃避老百姓關注的眼神，才
不會懼怕老百姓登門 「找麻煩」。

不端正官員的作風，不嚴懲貪污腐敗，再多的
「馬賽克」也擋不住官員被敲詐，擋不住政府公信力

下滑，更擋不住網友追逐 「馬賽克」背後的真面目。
如果官員們足夠 「接地氣」，又何須 「馬賽克」來遮
擋公信喪失之羞？ （新華網）

「塑化劑」危機持續發酵，白酒公司遭遇重創
的同時，調味品、飲料企業也被捲入這場風波。

「食用的醬油、醋、飲料裡面的塑化劑含量是
酒的 400 倍。」北京綠腰食品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龔
也長在微博中語出驚人；短短一天，這條微博被轉
發15000餘次。

「沒有企業敢保證其生產的產品全部不含塑化
劑。」中國食品商務研究院研究員朱丹蓬的判斷，
與龔也長基本一致。

目前食品飲料的生產工藝很難保證沒有塑化劑
，而且有關食品飲料中的塑化劑含量標準也含糊不
清。但蹊蹺的是，不少公司堅稱產品不含塑化劑。
毒火腿、毒牛奶、毒白酒後，所謂的 「毒醬油」成
為砸向食品飲料行業的又一枚重磅炸彈。

然而，在內地媒體一再追問下，龔也長對 「調
味品塑化劑含量 400 倍白酒」的說法有些 「含糊」
。 「在微博中說食用的醬油、醋、飲料裡面的塑化
劑含量是酒的 400 倍確實有點誇張。」龔也長改口
稱，食品用香精香料中塑化劑最大殘留量標準比白
酒行業中塑化劑最大殘留量確實高出很多倍。

衛生部兩套標準前後衝突
按龔也長的說法，中國並沒有明確規定，飲料

、調味品塑化劑含量上限，衛生部於2011年先後下
發的衛辦監督函文件，對於食品、調味品的檢測標
準界定，存在明顯衝突。

「台灣塑化劑風波爆發後，內地相關標準也做
出調整，調整的方向顯然更有利於保護企業。」龔
也長說，衛生部對香精香料中塑化劑總含量做出特
批，是因為如果按照衛辦監督函的規定，由於內地
企業生產工藝和包裝較為落後，大部分香精香料都
無法達到標準，而香精香料又是醬油、醋、食用油
等調味品和飲料的重要成分，內地調味品和飲料行
業也會受到重大影響。

實際上，塑化劑標準的前後不一，幕後推手源

自眾多食品巨頭的集體抗議。

塑化劑成行業普遍現象
朱丹蓬表示，香精香料是醬油、醋、食用油等

調味品和飲料原料的重要成分之一，但由於醬油、
醋、食用油等調味品和飲料都是成品，如果用香精
香料的塑化劑總含量標準來作為調味品和飲料塑化
劑總含量的標準不太恰當。

同時，由於衛生部對醬油、醋、食用油等調味
品和飲料中所含塑化劑並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僅讓
消費者對醬油、醋、食用油等調味品和飲料裡面所
含塑化劑標準模糊不清，也讓相關企業在控制和檢
測塑化劑方面無明確的依據。

加加食品董秘戴自良也表示，在醬油、調味醬
裡面的塑化劑含量檢測方面，國家現沒有針對塑化
劑的獨立標準文件，只有衛生部衛辦監督函文件。

對於多數公司回應公司產品中不含有塑化劑的

說法，朱丹蓬表示，在飲料和調味品的原料中，香
精香料是主要成分之一，而衛生部專門就香精香料
塑化劑最大殘留量做出了 「高數字」標準，顯然是
國內的香精香料中塑化劑含量較高，相關飲料和調
味品含有塑化劑的概率較高。

沒企業保證產品無塑化劑
「對於調味品和飲料的生產企業，要嚴格控制

香精香料中塑化劑含量有較高難度，即使一批原料
香精香料中沒有塑化劑，也很難保證每批香精香料
都不含有塑化劑或塑化劑不超標。」朱丹蓬說。

除了原料以外，調味品和飲料企業在生產線和
包裝上如果有塑料裝置，則會加大產品存在塑化劑
的風險，朱丹蓬透露， 「特別是醋對塑料具有一定
腐蝕性，在生產、包裝以及運輸過程中，有塑化劑
轉移到產品中的可能性，因此沒有哪一家企業敢保
證其生產的產品全部不含塑化劑。」 （中國網）

美容腐敗 老得更快

顯微鏡

◀騰訊發起《行
者無疆》行動，
給雲南彝良山區
孩子們送上溫暖
禦寒包

騰訊微博

北京多宗因美容而衍生出的系列貪污、受賄大
案在歷時一年多的全面調查後，已由北京市檢察院
第一分院陸續偵查終結。辦案檢察官剖析，這一系
列因美容而發生的貪污、受賄案件均實施在一個相
對封閉的空間裡，女子美容會所裡的高消費又將常
人拒之門外，脫離了監管。這種新型的 「美容腐敗
」潮流極具隱蔽性，使得很多女性官員抱有僥倖心
理。檢察官認為美容機構違法經營行為亟待有關部
門通過執法加以規範。

女貪官在高檔美容機構肆意揮霍，確實是個值
得注意的現象。毫無疑問，美容可以成為查處腐敗
行為的線索，而與貪官勾結的美容機構也該被嚴查
。美容機構和所有其他經營機構一樣，都需要進行
規範管理，但對它們的規範主要是確保依法經營，
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不法美容機構可以協助貪官腐
敗，反腐敗卻不能指靠規範美容機構。

【網友熱議】

安民：女人愛美的程度和男人好色的程度
是一樣的。

林海雪原：在貪污腐敗方面，巾幗不讓鬚眉
啊。

歪歪：不僅僅只是美容消費吧，裡面一定有
內幕，查不查出來要看美容院肯不肯交代了。

想到美國當農民：對某些女性官員來說，整
得越漂亮仕途也許越暢順。

八眼卡列寧：以後情夫也要頂起反腐的半邊
天！

福瑞臨門：查完了美容會所再去查高爾夫球
場，準會又有斬獲。

張培元：愛美之心人皆有，花大把公款去美
容，以腐敗之筆描眉塗腮，某些女性貪官的所作
所為，不僅讓人絲毫感受不到 「美」 ，反倒暴露
出人性貪慾之醜陋、權力異變之骯髒。刮取民脂

民膏為自己濃妝艷抹，某些貪官即使一時可以充
西施，然而洗卻妝彩，醜陋的底子卻是永遠無法
改變的。

月亮之上：不管是男貪女貪都是社會毒瘤，
一張美容卡在貪官眼裡嫌少，可用於扶貧，幫助
到的是幾十個貧困山區孩子的學費。

發神經的兔子：為了要臉面卻去貪污受賄，
衰老得更快。

還會有更稀奇的腐敗
毛建國：美容機構為了盈利，不惜註冊

「空殼」 公司和協助女性官員虛開發票，嚴重
擾亂國家正常的稅收和財務管理秩序，其違法
經營行為確實需要有關部門通過執法加以規範
，但這絕不是打擊 「美容腐敗」 的治本之策。

天兒： 「美容腐敗」 的發生，只能說明腐
敗無處不在。任何一個領域都可能發生腐敗，
這裡的關鍵還是權力。只有真正發揮監督的作
用，讓權力受到節制。否則，腐敗無奇不有，
還會繼續挑戰我們的想像力。

（騰訊微博、新浪微博）

用行走踐行公益接力，用微博匯聚大愛無
疆。騰訊微博和騰訊公益走近他人的生活，成
全他人的夢想。《行者無疆》公益欄目是一場
停不了的愛心接力，給困境中的人們一點支持
、鼓勵和幫助。

熱心民眾踴躍獻愛心
《行者無疆》年終特別行動──給山裡娃

送新年禮物，從騰訊微博報名的上千名網友中
選出了3名志願者，他們於16日從北京出發一
路南下，18日到達河南鄭州紫荊山百貨西廣場
的活動現場開展為雲南彝良山區孩子們募捐溫
暖禦寒包的活動。

這也是行者無疆特別行動的第一站。5個
小時的活動時間裡，共收到募集愛心禮物近400
件。

彝良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嚴重滯後，
每天上學孩子們要走4、5個小時的山路，本該
是鮮花爛漫、陽光燦爛的童年，小小的肩膀卻
要承擔常人所不能承受的重擔。今年9月，彝良
縣連續發生地震、滑坡，很多孩子沒有了家，

天氣轉冷，孩子們保暖首先是個大問題。
在當日的活動現場，不僅有一直關注活動

的熱心網友送來圍巾帽子和手套，還有鄭州大
學微光志願者協會在學校裡提前募集的一批溫
暖禦寒包。

募集2013份禦寒暖包
《行者無疆》的3名志願者將利用15天時

間，通過城市遊走、交換禮物的方式，為雲南
彝良的山裡娃募集2013份由過冬圍巾、手套、
帽子組成的禦寒溫暖包，當新年的第一縷曙光
降臨，志願者們將為山區孩子們送上這一路愛
心接力而來的新年禮物。

志願者中有一位藍天救援隊的成員，兩位
經歷過汶川地震，他們說： 「在地震中受到很
多不知姓名的熱心人的幫助，非常感謝他們，
也希望能將這份愛心傳遞下去。」還有一位小
志願者格外引人注目，8歲的黃豆豆小朋友現在
已經能夠通過跳舞賺錢，成為家裡的 「小支柱
」，但她媽媽覺得從小培養對社會的責任感比
賺錢重要，希望通過志願者的經歷洗滌內心的

浮躁。
從《行者無疆》活動在騰訊微博線上徵集

以來，每天都能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熱心網友的
愛心捐助，截至目前共收到圍巾、帽子、手套
等各類禦寒物品800多件，玩具、文具和體育用
品也裝滿了整整兩大箱。

【網友熱議】

Mini楊：新年快到了，能夠為孩子們送上我
的祝福真的非常開心，希望你們能過個溫暖的
冬天，學習進步，天天開心！也感謝工作人員
幫我將禮物送到孩子們的手中。

三三：熱心的網友拿着一疊沉甸甸的書送
到志願者手上，並親手寫下了對孩子們的祝福
，還有熱心媒體也前來採訪獻愛心的網友們，
今天好有愛。

李小諾：在即將到來的新一年中希望大家
有時間多關注下孤兒院的小朋友們，有能力的
多做些慈善，讓這個寒意瑟瑟的冬日充滿一些
溫暖吧。

虛月：深深祝福，我們身邊雖然每天都在
發生着各種各樣讓人不開心的事情、但我一直
都相信、這世上好人一定比壞人多、開心一定
比痛苦多、陽光一定比陰霾多。

（騰訊微博）

社科院17日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指
出，2011 年，14 個省市的城鎮職工養老金收不抵支，收
支缺口達到 767 億元人民幣，高於 2010 年。報告顯示，
2011年記帳額達到24859億元，空帳額達22156億元。個
人帳戶空帳額繼 2007 年突破萬億大關後，再次突破 2 萬
億。

對於養老金收不抵支，不少網友表示擔憂。

【網友熱議】

知愉先生：很多大城市人口已經老年化，領錢
的人比繳錢的人多，很多地方政府已經出現嚴重赤
字，像上海市的財政，一年要為養老金填進去近二
百億元，這數字還在迅速擴大。

玉女峰掌門人：我老爸老媽都 80 多歲了，他們
從沒拿過養老金，也不知去哪領，養老金虧空，這
些錢究竟到哪去了？

草根論者：一個萬民歡騰的制度還沒推行幾年
就瀕臨破產邊緣。中國人一直在看歐洲笑話，但人
家的保險怎麼也持續了幾百年，我們呢？

謝雙龍：社保金一旦兌現不了，只能毀約、印
鈔票、舉國債、延後退休年限。從 20 歲交到 60 歲
，突然告訴你現在70歲才退休，看你怎麼辦。

科特沃爾：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意味社保
這個無底洞會逐漸顯現出巨大的危機，單純的印鈔
不能解決問題，養老金去向不明，我感覺社保在中
國來說就是一個圈錢的池子，總有一天會漏水，然
後崩潰。

袁宏偉：普通職工繳納養老金的費用佔工資
28%，公務員無須繳納，但退休後公務員退休金卻
是普通職工3倍── 「劫貧濟富」 ，這就是中國的
社保。

李英俊：廢除養老金雙軌制的呼聲一直很高，
加之養老金更是中共十八大報告的重點內容之一，
明年很有可能會加大養老金併軌的試點範圍，此範
圍不僅限於聘任制公務員，而是全部公務人員。養
老金併軌一旦實施，為了給公務員一個緩衝，可能
暫且擱置提高個人繳費比例。 （網易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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