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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源頭遏制舌尖上的浪費
網民熱烈響應厲行節約

準新娘為捐骨髓推遲婚期

人在囧途春運時

眾議苑

網觀風雲

寸草心

點擊中國微言大義

官話套話惹人生厭
官員們熱衷於說官話套話，多年來讓老百姓聽得耳

朵都起繭了。
《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日前發出徵集令： 「講話沒

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
看望沒有不親切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
大的……官話套話空洞無物，多年來相沿成習，會議中
官話套話至今不絕於耳。現向網友徵集 『你最反感的官
話套話』，歡迎實例實錄。」此舉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
泛關注，吸引了網友們的熱情參與。 「高度重視」、 「
親自過問」、 「現場指揮」、 「奉上級指示」、 「××
家屬情緒穩定」紛紛上榜，而 「在××的英明領導下」
暫居榜首。

【網友熱議】

羅密歐：不要……！要……！大力……！深入……
！還要……！高舉……加快……推進……探索……堅
持……確保……要硬……狠抓……奮力……！

樂悟天道：最反感空無一物的排比句式套話，讀
起來很上口，想起來很無聊。

守護神：這個……法律有規定、我們上面有規定
。我給你問領導，你等消息吧，具體什麼時候就不知
道了……」

胡說：新官上任前說得最多的官話： 「請給我一
個為人民服務的機會。」

招遙山狐：你說的是個別現象……具體問題具體
分析……

三哥：將會同有關部門、正在研究、下一步將協
調、正在進行……

南京女X：大家發表意見，有什麼說什麼。
孟非：群眾都是 「不明真相」 的，反對都是 「一

小撮別有用心」 的。
蒼穹：下面請××作重要講話。
浪花：領導沒有不是親赴現場的。死者家屬情緒

沒有不穩定的。領導交談沒有不親切的。
隨風夜雨：最討厭 「舉一反三」 ，覺得這幾個字

太噁心了。
蘇志強：最常見的是 「有關部門」 。好事都有具

體的部門，壞事就是 「有關部門」 。
（騰訊微博／新華網）

我光盤 我驕傲

26日，中國一年一度的春運拉開大幕。40天時間
裡，這個人口大國預計有34.07億人次出行，比去年
多出2.49億人次，再創歷史高峰。以平均每人返鄉、
回程乘坐4次交通工具計，約8億人將完成 「春節大遷
徙」。

「大遷徙」不僅承載着中國人春節團聚的期盼，
對於鐵路、公路、民航、水運等交通部門也是一場考

驗。

票的那些事
網易微博發起的一項調查發現，今年春運，買硬

座票回家的人最多，達到19%，硬臥的有16%，有
14%的人坐高鐵或動車，8%的人只能買到站票，軟臥
的有2%，軟座有1%，另有6%的人坐汽車和8%乘坐飛
機。

醉了才有機會：怪我們家鄉不夠發達，車次少，
也沒有動車組，當然也怪我們家鄉貧窮，人人都出來
打工，過年又都急着回家，結果使得票難買。

不算晚的現在開始：高鐵票不夠多，普鐵少了蠻
多，結果買不到回家的票。

平安避險：歷經千辛萬苦，然後下載了各種搶票
神器，刷了整整一天電腦，才刷到一張硬座，有夠悲
催的。

途中的故事
春運的火車人擠人，隔壁小孩的哭鬧聲、被尿憋

死、被臭腳丫子味熏死、被人踩腳、隔壁乘客高聲聊
天、有人在車廂內抽煙、有人用手機大聲放音樂、沒
有電源充電、乘務員搞推銷等情況都令網友煩躁難
過。

涼小折騰：因為目的地是哈爾濱，天寒地凍，乘
務員把暖氣燒得滾燙滾燙的，結果人受不了。

瑞寧智遠：不能忍受停車、晚點。只要坐過春運
火車，就什麼都能忍了，與停車、無期的晚點相比，
旅客的任何行為都是可以接受的。

有時右逝：當你坐上慢車的時候，你才會感覺人
與人的親密，連一個腳都難插入的地上，去洗手間一
次，就像長征。太擠了，空氣太差了。

芹：慢如蝸牛的車速，從深圳回成都，要坐28個
小時。

終於回到家
路途遙遠的為車票煩惱，囊中羞澀的無顏面對親

友，單身青年擔心被七大姑八大姨問 「有對象了沒」
；結婚的在回娘家還是婆家之間糾結。總之，年關難
過！有網友在微博上提醒大家： 「要過年了，家裡人
的各種拷問你準備好了嗎？」

有對象了沒？買房子了嗎？啥時候生小孩？年終
獎多少……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春運的擁擠可以忍
受，親友的各種問題卻是最可怕的 「關卡」。

小媛子：最怕被問現在做什麼工作？堅持敵進我
退，敵退我退，敵強我閃。

山炮：政府年年說工資上漲，你20年前月掙2000
，現在咋還是2000啊？

樂嘉：月薪多少？買房？買車？給你爸媽帶回多
少？可是沒人問過在他鄉辛苦不？寂寞不？累不？煎
熬不？ （網易微博）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 「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講話在互
聯網上引起強烈共鳴。各大新聞網站、商業網站均
在首頁突出位置大篇幅轉載習近平的講話內容。

在微博平台輸入 「反對浪費」進行搜索，相關
網友留言達到19萬餘條。在新華網、人民網、新浪
網、搜狐網等新聞網站和商業網站的論壇和微博上
， 「舌尖上的浪費」成為最新的網絡熱詞。網友們
紛紛表示，習近平的講話說到了網友心裡，堅決擁
護和支持總書記的講話。

奢靡浪費讓人心痛至極
在1月22日召開的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

習近平告誡各級領導幹部： 「要堅持勤儉辦一切事
業，堅決反對講排場比闊氣，堅決抵制享樂主義和
奢靡之風。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
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
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因為講闊氣，動輒花上萬元吃一頓飯，因為
講排場，吃一半扔一半，這些都是老百姓最痛恨的
社會現象。」新華網友 「白雲」說， 「享樂主義和
奢靡之風在餐桌上的表現就是浪費。浪費不是小問
題，而是思想裡、骨子裡、作風裡的大問題。」

另一網友在微博上說： 「一些飯局上，燕鮑翅
、蟹、拉菲、茅台當啤酒，有多少是實實在在的消
費需求，又有多少是公款請吃，不正之風令每一個
有良知的人擔憂。」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在接受

媒體採訪時談到，浪費成風的現象與當前浮躁的社
會心態密不可分。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浮華奢靡將腐蝕黨的執政基礎，削弱黨的執政力量
，也將導致社會性的浮華和制度性的腐敗。

伴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轉型步伐加快，消費
主義的觀念氾濫，在很多人眼中，奢靡和鋪張意味
「成功」和 「地位」。網友 「嘻嘻」對此進行了深

入思考，他說： 「拜金主義狂潮會將社會推入到物
質的絕對崇拜中，對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心態帶來
嚴重的負面影響。」

盼官員遵守「八項規定」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在社會風氣的

形成中，幹部是關鍵。有網友指出，黨內存在的奢
侈浪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等作風問題，腐蝕黨群、幹群
關係。領導幹部必須以身作則
、率先垂範，才能有效剎住浪
費之風，樹立節儉新風。

「堅決支持中央厲行節約
反對浪費的主張，總書記在講
話中說要堅持 『老虎』、 『蒼
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
幹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
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
和腐敗問題。這讓我們看到了
中央領導從嚴治黨的決心與力
度。」網友 「矛盾論」的看法
反映了很多網友的心聲。

網友 「綠毛怪」說： 「春
節將至，希望各級幹部嚴格遵
守中央 『八項規定』，讓幹部

作風的轉變引領文明新風，鋪張浪費的行為成為 『
過街老鼠』，從源頭上遏制 『舌尖上的浪費』，而
不再肆意地浪費這個地球上並不充裕的資源。」

京餐企率先供應「半份菜」
另據《京華時報》報道，為貫徹落實中央厲行

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要求，24日，北京市餐飲
行業協會、北京烹飪協會、北京西餐業協會組織全
市餐飲行業開展 「拒絕舌尖上的浪費」倡議活動，
並推動多項反浪費舉措。其中，10家大型企業的700
多家門店即日起售賣半份菜、小份菜和熱菜拼盤，
價格上按照 「半份半價，小份適價」的原則確定，
保證消費者利益。

（新華網）

年終獎給員工發棺材顯微鏡

◀24日，向雪
敏在武漢同濟
醫院進行骨髓
採集

新華社

「天蒼蒼，野茫茫，天天都為工作忙，人慌慌，
心涼涼，老闆不發年終獎。」每到年底，總有一個糾
結的話題讓人為之牽腸掛肚──年終獎。在新浪微博
上， 「年終獎」已連續多天佔據熱門話題榜，相關的
微博已接近200萬條。從27個月工資到 「最少六位數
」，從棺材到墓地，形式多樣的年終獎不斷刺激網
友神經。

據內地媒體報道，一家公司提供棺材和42吋的
大液晶電視一起，同列該公司頭彩。棺材一人大小
，裡面墊黃色的紗布。老闆解釋說： 「員工收下
的話，寓意為陞官發財。如果員工不要，還可捐給窮
人。」

年終獎發 「棺材」還真有寓意。俗話說得好，不
想當官的人就不是好員工，老闆年終獎發個 「棺材」

，也應了民間所說的 「是官就比民強」，且看那些倒
掉的貪官們哪個不是撈個百萬千萬的，當然說這些不
是說凡是當官的人都想發財，畢竟還有很多官員為政
清廉，一心為民。

可話又說回來，無論在官場還是在企業，凡是掛
個官職的，薪水自然也不一樣。因而，在企業員工中
就流傳這樣一句話就是 「寧為雞口莫為牛後」，因
為即使做個小頭頭，也有 「操心費」的。

不論怎麼看，年終獎老闆給員工發 「棺材」也是
鼓舞員工士氣的 「涼」策，管你接受不接受、高興不
高興，反正發了年終獎，你不解老闆的良苦用心就是
你的事情了。

當然，年終獎發 「棺材」之寓意，有些超出正常
人的理解能力，這發 「棺材」與 「送終」在某種程度

上有聯繫。從表面上看，年終獎發 「棺材」很 「實」
，可從多個層面考量卻是很 「虛」的獎項。

老闆年終獎發 「棺材」除了像網友所評論的 「老
闆想發財想求綵頭想瘋了。」大概還想借 「棺材」來
炒作，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可同時也折射出老闆缺
乏人文關懷的一面。

與雷人年終獎發 「棺材」相比，有些公司讓員工
休全薪新春年假，且工資和年薪獎全部提前兌現，就
很好地體現出人文關懷。此舉也引發一股不小的求職
潮： 「尊敬的老總，您那還招人嗎？」這樣的 「年終
獎」豈能不受員工歡迎？又何愁年後招不到員工？從
這個角度看，年終獎給員工發 「棺材」的創意不厚道
，亦不可取。 `（中廣網／新華微博）

來自湖北恩施的土家族姑娘向雪敏24日向遠
在蘇州的16歲男孩成功捐獻了造血幹細胞。為捐
獻這些 「生命的種子」，她推遲了婚禮，錯過了
原定1月4日這個 「千年一遇」的好婚期，被眾多
網友譽為 「最美新娘」。

24日，向雪敏來到武漢同濟醫院血液科病房
。她安靜地躺下，針頭在她左右手臂分別紮下的
那一瞬，她輕輕地咬了咬嘴唇。當血液分離機工
作起來時，她沒忘給護士送去一個微笑。

歷經兩個多小時的採集，造血幹細胞採集完
成。工作人員乘動車將造血幹細胞送往蘇州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當晚， 「生命的種子」輸入這名
少年體內，少年將重新擁抱健康和生命。

捐獻骨髓絕不可怕
「感覺還好，真的。」向雪敏輕輕地說， 「

等我回去，許多人就能知道，捐骨髓一點也不可
怕。不僅不可怕，還能救人性命，多好！」

在向雪敏完成捐髓的同時，她的丈夫陳武也
主動獻血加入中華骨髓庫。 「他用實際行動支持
我，我很驚喜，也很感動！」向雪敏說。

向雪敏成為湖北第123位造血幹細胞捐獻者
，陳武成為湖北5.2萬捐髓志願者中的一員。

向雪敏捐髓的事曾遭到雙方諸多親友的反對
。陳武說，如今不一樣了，身邊不少朋友都有了
加入骨髓庫的想法。

今年29歲的向雪敏6年前加入中華骨髓庫。
去年11月9日，正當她緊鑼密鼓籌備婚禮時，中
華骨髓庫工作人員來電告之，她與蘇州一名白血
病少年配型合。她知道造血幹細胞配型成功很
不容易，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捐髓請求。

「如果18項檢測中有一項不合格，就不能捐
獻造血幹細胞。」體檢前，向雪敏常常為能否通
過檢測而失眠。為養好身體，已成功減肥的她又
開始 「增肥」，到捐髓前她的體重增加了8公斤
。去年12月29日，體檢結果出爐：她順利通過了
檢測。

根據男孩的病情和治療情況，醫生將手術時
間定在了1月下旬。她和家人婚禮前後有大量的
事情要做，而捐獻一旦啟動，從注射動員劑到完
成捐獻約需一周時間，這意味婚禮不得不推遲。

「婚什麼時候都可以結，但救命是等不得的

。」她當即決定推遲婚禮，並取得了家人的支持
。他們到酒店取消婚宴，逐一通知親戚朋友，並
耐心地解釋……

簡單婚禮幸福滿溢
「最美新娘」感動了無數的人。1月20日，

向雪敏從恩施來到武漢，連續幾天注射動員劑。
每一天，她被眾多不知名的熱心人關注、陪伴、
關愛、祝福。

24日捐髓結束後的當晚，中華骨髓庫湖北分
庫等單位及部分愛心人士，在向雪敏暫住地，為
這對新人補辦了一個簡短而浪漫的特殊婚禮。

全國道德模範孫東林作為證婚人，宣布婚禮
正式開始；湖北好人侯立新作為 「娘家代表」，
給新人送上 「大愛無疆」的橫幅；湖北省紅十字
會專職副會長鄭軍，將一本名為 「讓愛永存」的
新書送給這對新人，書中記錄了多位志願者捐髓
救人的感人故事……

沒有華麗的裝飾，沒有觥籌交錯，沒有親人
的現場祝福。這裡只有無數熱情的陌生人，送上
真誠的祝福。 「最美新娘」以無私奉獻的愛心，
給這個世界增添了溫暖和感動……

「非常期待能幫助素不相識的小弟弟完成生
命接力，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愛心接力，挽救更
多生命。」向雪敏說。 （新華網）

17日，網友 「徐俠客」發布微博倡導網友珍惜糧食
，加入光盤行動。所謂光盤，就是吃光盤子裡的食物。
微博發布後，先後得到蔡奇、王郁松等名人和《人民日
報》、《國土資源報》等媒體支持。22日《新聞聯播》
用了4分鐘的時間，號召向浪費說不。絕大多數網友表示
，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從今天起，從我做起，做
「光盤」，響應和支持光盤行動要堅決加入光盤大軍。

【網友熱議】

人民日報法人微博：《人民日報》在頭版報道 「
光盤行動」 ，號召大家拒絕浪費，從我做起，一起
向浪費說不！我是 「光盤」 我光榮，一起來，微博
曬出你吃完的光盤吧。

潘石屹：昨天朋友請我吃飯，我說越簡單越好
。他們訂了一日餐館，我病剛好，沒有胃口，剩了
不少飯菜。朋友說，昨天中央電視台曝光了浪費飯
菜餐館，咱們還是打包帶回家吧。中央台做了一件
好事。

河北高速交警總隊：如果你把光盤當成是小氣，
那麼我只能告訴你，你OUT了！今天中午我們飯
堂就此展開激烈討論，並聲討未光盤者，直至其打
掃戰場，清光盤子！

陳銀佳：乾脆直接拋棄盤子，用袋子載飯菜
吃，這樣盤子都省了。

小雷哥：因為沒有喝完麵湯而覺得不好意思。
團中央學校部官方微博：倡導大家共同參與 「光

盤」 活動，光盤，顧名思義，吃光盤子裡的東西，
莫唱高調，從我做起，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 「全民
公益活動」 。

新聞哥：記得小時候，媽媽說過，老天爺會懲
罰浪費糧食的孩子，於是就不敢了。長大後，得知
父母的不易，日夜操勞是為明天的生活，一頓飯，
已經不僅僅是充飢的食物，而更是愛的象徵。

（騰訊微博）

▲一名扛行李的旅客在北京火車站準備乘車返
鄉 新華社

▲春節臨近，聚餐頻頻，別讓盛宴變 「剩宴」 ，珍惜食物，做個 「光
盤族」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