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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火星 願者上鈎

少拿主義扣帽子
本報記者 鄭曼玲

閩環衛工背外孫女掃街

點擊中國

網觀風雲

草根情微言大義

莫讓校車再殺人
23日，河南鄧州汲灘鎮廖寨村一幼稚園發生一

起校車悶死幼兒事件，早上幼稚園老師和校車司
機接學生來校時，將一名3歲多幼兒遺忘在校車
上，下午送學生回家時，發現該幼兒被悶死在車
內。幼稚園負責人、負責接送的老師和司機已被
刑拘。

近年來內地校車的安全事故問題層出不窮，每
次面對遭遇晴天霹靂的受害人家長和關注着揪心着
的人們，追究單個責任人究竟意義有多大？究竟是
什麼在殘害祖國的花朵？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有什麼措施能避免此類慘劇的發生？

網友微言：
Cathy新旅程：為什麼一再發生，沒人檢討

一下嗎？相關部門忙着幹啥呢？！
春風中的小雛菊：又是悶死，你是死的呀，

不點名的？點一下名會死呀？不知道檢查下，
人你看不見嗎，又不是小螞蟻？！無責任心無愛
心無良心！都可以做老師？！教育！你的底線在
哪裡？？？

幸福快車：很不應該發生的事總是接二連三
的發生，可憐的娃，可憐的父母。上下車及時
清點孩子人數是必須的！管理和責任的缺失！

烈焰蘭心：為什麼這種事會一而再，再而三
的發生？這學真沒辦法上了，可憐的孩子啊！

城中飛鳥：怎麼又出現這樣的事啊，老師
和司機，你們都是腦殘啊，車裡面的人你們都
看不見嗎？

掐死大象的螞蟻：是老師和司機沒有起
碼的職業道德和責任感，學校沒有重視這方
面的管理。

文西lao：他們的推行與否，如果我們不給
壓力，推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如果我們給壓
力，推的可能性將會大一點點！為了下一代，
為了悲劇不再重演！請轉發！謝謝！

月亮at川外：校車事件已經鬧了一陣了
……現在又出現了，這次，摘幾個官員的烏紗
帽可能也解決不了問題……

（新浪微博）

桂高校門禁新規
一天未出門要處分

5月23日，在福州街頭，一名四十幾歲的女環衛工
一步步清掃着路邊的垃圾，而她身後的小背簍裡，有一
個1歲左右的小女孩。女環衛工頂着烈日掃完500多米的
街道後，在路旁的樹蔭下坐了下來，趁着休息的間隙，
女環衛工趕緊給背簍裡的小女孩擦擦汗。

一名福州網友看到這一幕，用手機拍下發到微博上
，引發眾多網友熱傳，不少網友都感嘆生活不易，一些
網友建議： 「不要亂扔垃圾就是對這些環衛工人最大的
幫助。」

「這一幕讓人感動又心酸」
24日，記者聯繫上了拍到圖片的網友黃小姐。據她

介紹，23日上午10時許，她經過晉安區福新中路亞太汽
配市場附近時，看到一位穿着環衛服的中年婦女，一手
拿着掃帚，一手推着環衛車，而她的小背簍裡，有一個
1歲左右的小女孩。 「我覺得他們環衛工人很不容易。
」於是，黃小姐將這一幕發到微博，希望有更多的人能
夠了解、關心環衛工人。

黃小姐的微博立即引起眾多網友轉發，不少網友都
表示 「這一幕讓人感動又心酸」；也有一些網友稱 「不
要亂扔垃圾就是對這些環衛工人最大的幫助」；一位網
友還貼心地表示 「太陽很大，別曬傷了寶寶，而且路面
上灰塵尾氣，對寶寶也不好」，表達對小孩的關心。

24日中午，在幾名環衛工人的指引下，記者來到

五里亭附近的後埔街，找到了這名環衛工。她叫田文
蘭，今年45歲，老家在四川渠縣，她和丈夫都是環衛工
人。記者見到她時，她正在一間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裡
做飯。

送飯路上不忘撿垃圾
記者跟隨田文蘭途中，一名年輕男子隨手將塑料袋

丟在地上，田文蘭看到後，立即彎腰撿起。而一路上看
到煙蒂等其他垃圾，她也會隨手撿起。 「這個路段不是
我掃，但是習慣了，看到了就會去撿，不然不舒服。」
憨厚的田文蘭笑了笑，繼續往前趕路，看到垃圾箱時，
她將一路上撿到的垃圾都扔了進去，然後指着福新中路
說： 「前面那一段，是我們掃的，還挺乾淨吧。」

90後女兒給母親減負
因為擔心隨時可能出現的垃圾，環衛工的午飯都是

在路邊解決。正當田文蘭一家在吃飯時，一陣風吹過，
樹葉掉了一地，田文蘭趕緊拿起掃把和畚斗，她丈夫和
女兒看到後，也放下碗筷，加入清掃行列。 「遲點掃可
不行，要是上面檢查看到了，要被扣錢。」

「我是兼職環衛工！」1990年出生的夏林笑得相當
燦爛，她說，家人都想讓母親提前退休，但醫保社保的
繳費年限還沒到，如果辭職，這麼多年的堅持就白費了
，但母親做了十多年環衛工，落下一身毛病，現在只要

工作時間一長，身體就吃不消，所以只能一有時間就過
來幫忙， 「剛開始的時候，掃把都拿不好，現在你看我
多熟練。」夏林說，經常有人問她， 「這麼年輕，怎麼
也來掃地」，她都一笑置之，但有人追問時，她就告訴
對方： 「我又不偷不搶，為什麼不能做環衛工。」

（東南快報）

連日來， 「移民火星」由牽動全球的 「夢計劃」漸
漸演變成 「大忽悠」的全球笑柄，搶盡眼球。然而，不
像往常的是，西洋鏡拆破之後，至今沒有苦主出來呼天
搶地哭訴受騙之苦，反而有忠心的粉絲至今不離不棄，
心甘情願地為這個天方夜譚捧場倒底，讓人由衷感慨，
人類 「火星夢」是如此深情。

這顆離地球鄰近的兄弟行星，千百年來，一直令人
類浮想聯翩。登陸火星的夢想背後，有着強烈的人文驅
動。

據資料顯示，與太陽系其他星球相比，火星與地球
的相似度最高，火星的直徑是地球的一半，其一晝夜僅
比地球上的一晝夜多出37分鐘。另外，像地球一樣，火
星上有大氣，有水（已經發現了水冰，以及湖盆和河道
的遺跡），這提供了生物生存的條件。火星和地球一樣
，繞太陽 「轉圈」，與地球最近時，是5500萬公里，最
遠達4億公里，這在天文尺度上是很近的距離。火星上
有太陽系最高的山，高27公里，是珠穆朗瑪峰的3倍。
與地球不同的是，火星的地殼板塊運動不劇烈，所以這
顆行星上面不會發生大地震。

火星夢歷久不衰
在太空旅行從幻想走向現實的過程中，火星多次擔

演主角。19世紀的天文學家曾經把火星表面上縱橫陰影
誤認為是 「火星運河」，猜測它們是火星人的傑作。英
國小說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在1898年發表的著名科
幻小說《星際戰爭》描繪了形如水母的火星人，它如此
深入人心，以至於上世紀美國的電台節目 「火星人侵略
地球」竟然引發出一場現實中的大恐慌。

隨着對火星的了解與日俱增，人們越來越覺得它彷
彿就是一個小型的地球。就許多方面而言，再也沒有別
的行星像火星那樣酷似地球了。儘管火星探測器登陸火
星發現那裡沒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跡象，證實火星人的子
虛烏有，但人類對它的興趣不減反增，認真考慮把它開
發為第一個地球外殖民星球的現實可行性。

所以，難怪有那麼多人得悉 「移民火星」計劃後，
立刻趨之若鶩了。

在中國百度 「火星一號」貼吧上，關於火星計劃為
騙局一事的話題，熱度空前。該貼吧官方QQ群 「火星
一號」，匯聚了260多個 「火星一號」計劃的興趣者和
報名者。

該群管理員、 「火星計劃」的成功報名者 「老李秘
書」對記者透露，媒體所稱的中國所謂 「上萬名」報名
者，僅僅是通過郵件註冊的申請者人數，但註冊並不收
費。國內真正的交費報名成功者，可能不足100人。

根據報名流程：報名者註冊（免費）─交納報名費
（11美元）─在網上提交資料─等待審核─通過審核─
在官網公布。

迄今火星一號（Marsone）的官方網站上，只公布
了25名中國報名者自我推介的視頻和相關文字資料，或
許還有一些報名者可能在等待審核，或通過審核還沒有
來得及在網站上公布。

「郵件註冊的人多，交費的人很少。」 「老李秘書
」說， 「比如這個群裡，包括我在內，只有5個人交費
報名成功。」

大河報記者輾轉聯繫到一位 「火星計劃」愛好者團
隊交流平台的創建者楊詩朦。他為記者出示的 「火星一
號」發起人之一諾伯特最新回覆顯示，截至2013年5月
19日，超過1.2萬名中國人已經註冊為火星一號網站的
用戶，但是並不是所有註冊的人都交錢了，組織者也不

會透露有多少人已經付錢。
「所以，目前中國人被騙10多萬美元的說法與事實

偏差很大。」楊詩朦說。
據悉，每個報名成功者已經交納過的11美元報名費

，很難退還。
已通過審核的 「火星一號」的中國報名者楊詩朦接

受記者採訪表示，他並不介意。
記者：目前很多人質疑 「火星一號」是一個騙局，

你怎麼看？
楊詩朦：質疑的聲音從一開始就沒有間斷，我也

有些懷疑，但還是希望是真的。
記者：報名是交費的，不怕被騙嗎？
楊詩朦：11美元也就是69元人民幣，能買到的也

許就是一餐飯，而通過 「火星一號」我結識了很多同樣
有航空夢的朋友。為了準備 「火星一號」接下來的活動
，我已經開始鍛煉身體、學習英語和查閱航太知識。即
使 「火星一號」是假的，我也收穫了健康的身體、英語
技能和航太方面的知識。每個人都有追求，我喜歡航太
，我有航太夢，我願意為它買單。

大學生去小城市就業也拚爹顯微鏡
23日，在新京報針對 「最難就業年」進行的一份調

查問卷中， 「找工作是否動用過關係」一項，成了受訪
者頗為關注的焦點。調查顯示，約有21.5%的受訪學生
承認自己為求職動用過 「關係」。此外，還有21.5%學
生因為 「關係」、性別、戶口等因素，在今年求職時有
過 「被擠掉」的經歷。

北京工業大學電子資訊工程專業的大四畢業生李同
學直言，自己求職不順的原因就是沒有 「關係」。沒有
「關係」的應屆生該如何尋出路？一名負責就業輔導工

作的老師表示，學校應根據學生意願，建議部分缺乏 「
關係」的應屆生到二三線城市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北京一家預算公司的古經理坦言，雖然公司層面會盡可
能考慮平等對待每個求職者，但現實是， 「關係戶」往

往能在同等條件下，優先獲得工作機會。

二三線城市更看關係
「不管是一線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都有 『拼爹

』的現象。」中國就業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
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葛玉好，支持廣大應屆畢業生
前往二三線城市就業，因為這是趨勢，但他不認為
一個學生因為沒 「關係」，就非要去二三線城市工
作。

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丁同學稱，二三線城市更看關
係，我進的這個二線城市單位今年就進來9個人，聽說
一半有關係。想進一些大型國有壟斷企業也靠關係，我
舅舅就在這樣一個單位，每次查進來的應屆生背景資料
，肯定都有關係。

葛玉好說，大學生要認清這種現實，以樂觀的態度
選擇企業文化更為開放、平等的企業就職，畢竟自身能
力才是大學生求職時最為重要的方面。 （網易）

近日有兩宗消息令人吃驚：一是某市市長不
去市政府上班，常年在賓館豪華包房裡辦公；二
是某地一村支書打高爾夫球時肚子餓了，勒令直
升飛機空降餛飩以解饞蟲。在 「憲政之爭」如火
如荼的當下，這兩則消息就好似「自投羅網」的論
據。有網民不禁慨嘆，如不高倡憲政、規管這樣為
所欲為的公權力，他們豈不是要繼續猖狂下去？

這一周，在網絡上 「刀光劍影」的熱門話題
無疑是 「憲政之爭」。事件淵源在於多家官媒日
前密集發表文章，稱 「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
展之路」，更妄下定論指 「憲政關鍵因素屬於資
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將之前只停留在學術研
討層面的話題，提升至事關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
的高度。

事實果真如此？分析可見，所謂憲政乃與憲
法互為基礎和前提，憲法是靜態意義的法律文本
，憲政是動態性質的實踐過程，其基本價值目標
是通過限制政府權力以保證公民的權利。從這一
點看，憲政的宗旨與代表民眾利益的執政黨理念

完全契合。早於1940年，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
義的憲政》一文中提出經典性的定義： 「憲政是
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數十年來，一代代
仁人志士，為了實現憲政目標，求索、奔走、吶
喊乃至犧牲。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文件報告的
形式，重申了依法治國的立場，並將 「法制國家
」改寫成 「法治國家」。從 「法制」到 「法治」
雖僅一字之差，卻是法學理論上的突破，更是治
國思想的飛躍，表明中國不僅着力於法制建設，
更要依照法律制度治理國家、管理社會，其中所
蘊含的民主性、制約權力性，與現代憲政的價值
觀念不謀而合。

此番這些官媒文章，打着維護政權純潔性的
旗幟，片面地把 「憲政」定義為資本主義，然後
編造出 「憲政」提法會招致西化的神話，誤導輿
論，欺蒙民眾，着實應該引起重視。事實上，憲
政與憲法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憲政的民主性質
，取決於它所依據的憲法內容如何。就世界範圍
來看，憲政的實踐不可能是單一的，任何國家的

憲政實踐，都可以根據本國實際做出相應制度安
排。換言之，採納了 「憲政」的理念，並不意味
着要照搬西方國家那一套。

退一步講，即便 「憲政」真是舶來品，也並
不妨礙被有取捨地移植到中國來。改革開放30年
的成功實踐，不就證明了 「洋為中用，中西結合
，去除糟粕，取其精華」是一條可行之道嗎？動
輒劃分路線立場、以 「主義」大扣帽子，沒有思
想和觀點的交鋒，只有意識形態的狂毆，不過是
自以為政治正確就可以消除異己的表現，最終只
會導致社會思想界的更大混亂。

去年底，習近平主席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
行30周年大會上，重申要維護憲法尊嚴，並強調
「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

。」中央新領導層上任之初，就以如此鮮明的姿
態強調憲法的權威，給這個以建設法治社會為目
標的國家注入了強有力的正能量，也讓公眾對將
權力關進籠子裡、建立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寄予
良好的期待。

當下，推動中國社會向着憲政、民主、法治
的方向良性發展，仍面臨着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借用胡適先生的名言，諸公就應當 「多研究問
題，少談些主義」，這才是推動實現偉大復興 「
中國夢」的題中之義。

近日，廣西大學網站主頁發布了一條關於正
式啟用學生公寓門禁系統的通知，其中一條新規
稱 「從2013年5月30日起，學生公寓管理服務中心
將根據刷卡記錄，每天對晚歸、未歸、一天未出
門（住宿異常）的學生進行統計，由學生工作處
給予處分處理。」「一天不出門就異常了？誰又規定
每天要出門？」網友-Cindy-M-在微博上說出了
大家的心聲，各種網友吐槽使廣西大學就此事件
對外做出了解釋，稱此項規定對宿舍安全有利。

一天不出門也要處分？廣西大學公布宿舍門
禁新規後， 「凡在當日6：00─次日6：00無一次
出門的刷卡記錄，認定為一天未出門（住宿異常
）」，這一規定引起了學生不滿。學生們揪住相
關字眼紛紛吐糟。一些同學還在網上調侃 「我做
好退學的準備」， 「放心吧，目測堅持不了多久
，都是三分鐘熱度。」 「學校猝死的事件多了，
每天要有記錄說明我們還活着啊！」

一天不出門被稱 「異常」
「有的學生沒課或生病了可能一天都不出門

，便讓舍友幫忙帶飯。這也會被認為住宿異常？
」記者就學生們提出的疑問，採訪了廣西大學學
生公寓管理服務中心主任寧衛忠。

「大家不要產生牴觸心理，如果學生因特殊
原因晚歸或未歸的，可以事先向學院學工組報批，
這樣不會被處分。」寧衛忠說，「以前我們只是登記
外來人員，但是一些學生如果幾天不見，又沒有記
錄的信息，那要到哪裡去找人呢？特別是是兩個人
或一個人住宿的寢室更要多注意。學校現在啟用
門禁系統，就是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

如有竊案將重查 「異常者」
寧衛忠告訴記者，下周一將把網上的通知重

新修改，讓大家更加清楚並理解相關規定。門禁
新規將於30日正式實行。

寧衛忠解釋，門禁系統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
為公安機關提供重要證據，保障學生的人身及財
物安全。 「學校如果發生失竊事件，公安機關破
案時就可以根據門禁系統的監控視頻來破案。若
當天該棟宿舍發生盜竊事件，未刷卡的人會被重
點調查。」 （網易）

◀面對最難
就業年，大
學生找工作
各顯神通

▲福州市環衛工背着孫女在烈日下打掃街道
網絡圖片

一周網評

▲▼▲▼ 「「火星一號火星一號」」 計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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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測衛星通往火星模擬圖探測衛星通往火星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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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大學新門
禁系統正在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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