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杯的魅力

四年一届的世

界杯再度开战 !全

球球迷陷入了集体

亢奋状态"

有时我想! 世界杯何以像一个

巨大的磁场! 吸引着众多球迷和伪

球迷犹如一粒粒铁屑! 纷纷趋之若

鹜呢#

首先!据心理学家探究$人类身

体里有某种天然的疯狂因子!希望通

过释放能量来获得新的能量!通过排

解冲突来达到新的平衡"而足球赛具

有这样的功能$

!!

人的阵式%

"#$

米

长%

%&

米宽的舞台%在
'#

分钟时长内!

两群人在绿茵场上! 围着一只足球!

在尽情展示迷人炫目球艺的同时!更

为了至尊至贵的荣耀而战"他们明察

暗算!殚精竭虑"而看客们为了支持

心仪的球队!群情激昂!摇旗呐喊"足

球赛满足了人们对于胜利% 对于传

奇%对于辉煌的企盼和渴望!它像一

个另类心理医生!抚慰着现代人心灵

的焦虑与孤独!是人们无处安顿的情

绪发泄口!让我们在保持现有生活状

态的前提下!找到兴趣的引爆点!过了

一把战争瘾"

其次! 一场场球赛充满了无数的

不可知!大起大落!玄机无边!悬念迭

出"实力不能决定一切!得势不一定得

分!即使你拿了一副好牌!可你却往往

输得精光! 常常有弱小的球队异军突

起!泥鳅能掀翻大船!而豪门大佬却纷

纷败走麦城!因此!谁也不敢打包票谁

一定能赢!英雄莫问出处!鹿死谁手!

剑拔弩张!憋足了劲!紧张的戏份才有

味道"所以!一场场球赛囊括了人生百

味! 酸甜苦辣都是你舌尖上的旖旎风

情"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第三!横看成岭侧成峰!世界杯是

一场饕餮盛宴! 衍生出的各种八卦话

题%花边新闻!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赏心

悦目的段子乐子!譬如帅哥!譬如美女!

譬如奇闻逸事!譬如麻辣球评!它们像

咖啡伴侣一样!不停地搅拌在我们饥渴

的杯中!颗粒状悬浮!多多益善得难以

融化"激情四溢的足球时光!挑逗我们

味蕾的纤细神经!让我们感觉不到暑天

特有的粘腻与闷热!平淡的生活由此有

了更多缤纷的色彩! 这是一段充满快

乐%猜测%遐想和希望的美好时光&

“960万罐啤酒”的足球魅力

这届世界杯坑

爹的比赛时间 !似

乎成了考验你是真

球迷还是伪球迷的试金石" 恒大新

股东% 阿里巴巴集团老板马云是这

样描述伪球迷的$没有看一场球!也

没有搞清楚谁和谁比赛! 但每天早

上先问昨晚哪个队赢了! 比分如何

''马云类的伪球迷在漫漫长夜的

煎熬下立刻哈欠连天!原形毕露"

(足球的魅力真吓人)!连不懂

足球的都知道了"马云是从(世界杯

期间淘宝几天就卖了
'%#

万罐啤酒)

感觉出的! 更多的人是从身边的亲

戚们谈球时的唾沫横飞% 半夜三更

邻居家突然迸出的进球后的尖叫%

同事们揉着熊猫眼踩着点上班的身

影切身体会到的"

我们从(

'%#

万罐啤酒)的牌子!

就能探究出足球的魅力源泉所在

了"里面这
(##

万瓶!就是技术牌!图的

就是那妙到毫巅的传切! 天衣无缝的

配合!那精彩的倒挂金钩!那旱地拔葱

的扑救*还有
(##

万瓶!是激情牌!水银

泻地式的进攻%滴水不漏般的防守!进

球后的欢庆%错失机会后的叹息!失利

后的哭泣!看球时的人浪!无不让你热

血沸腾!情难自止*还有
(##

万是力量

牌!凶猛的铲球!无畏的冲撞!高高跃

起的争顶!刺刀见红的拼抢!无不代表

着力量"还剩
%#

万瓶是什么牌#那就可

多可杂了"有的只为热闹!有的只为现

场的美女球迷!有的只为
)

罗"

你可能不喜欢足球技术! 不喜欢

激情桑巴!不喜欢血腥对抗!不喜欢
)

罗梅西! 甚至不喜欢啤酒! 那都没关

系!除了啤酒!还有白酒红酒黄酒呢"

即使什么酒都不喜欢! 还有饮料白开

水呢"不做真球迷!可像马云学做伪球

迷*不做伪球迷!就是非球迷也没人会

骂你"这个夏天!爱看世界杯的!啤酒

继续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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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帅帅
进攻如$排山倒海%行雷闪电%神出鬼没%流水行云%一锤

定音*防守似$铜墙铁壁%万里长城%滴水不漏%一夫当关%万

夫莫来*过程是$刀光剑影%五花八门%跌宕起伏%扑朔迷离%

风云突变*结果乃$峰回路转%正中下怀%大跌眼镜%柳暗花

明%悲喜交织*观众却$兴高采烈%载歌载舞%如痴如醉%呼天

抢地%声嘶力竭"球迷更$废寝忘餐%神不守舍%提心吊胆%心

力交瘁%迟到早退"这!便是四年一度的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

锦标赛"

BONAFRED
! ! ! !

小时候和玩伴说过我这一辈子可以经历多少届世界杯

呢#手指头加脚趾头差不多"熬夜看世界杯要有时间%有体力"

不断建构生命意义承载着青春的情感! 世界杯是其中一个美

丽的梦境"作为踢过几脚球的我看着重播也很享受&

林捷欢欢
即使我天天深夜看世界杯! 却觉得一点也不累! 那种兴

奋%激情就像打了强心针"而一到白天就睁不开眼只想睡!那

是因为我做着中国足球如何冲向世界的大头梦"

常州宝刚哥
足彩碰上了世界杯!于是有了关注世界杯的乐趣"谈不上

纯粹的球迷!只是每每看比赛%关注比赛结果时!心里都会因

为前期投注的彩票而有些小激动%小失落''

学校放假了，可孩子们新一轮的学习又开始了。各种精英班、提高班、衔接
班……你方唱罢我登场。家长们也不闲着，四处打听哪里的学习班针对性强。
每每看到家长们的尽心尽力，孩子们的无可奈何，我就想：有必要把孩子搞得
这么苦吗？讨论讨论吧！（话题提供：舒心一笑）

这一个月，不管是对球迷还是伪球迷来说都
是四年一次的狂欢，可这比赛时间实在是有点坑
爹啊！这看球既是一种享受，也成了一种痛苦。看
世界杯的乐趣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情愿第二
天精神萎靡、哈欠连天也不会误了那一场场球
赛？一起来踩踩呢！

小 启
参与觅渡周话题的

网友们注意啦！提供话
题被选用的可获得价
值 80元的大喜包现金
券，被选用博文的作者可以获得
价值 50元的大喜包现金券，点评
的网友可以获得价值 30元的大
喜包现金券，有效期一个月（请作
者拨打85857877预约领券，凭身份

证到以下门店领取）。
礼品由常州麻糕店提

供，领取地点：常州麻糕店
湖塘新天地店

&"!(*&**

%河
海店 +金惠商业街

$

号河海菜场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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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店 +丽景假日酒店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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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阳光 +凌家塘新阳光食品城
*

号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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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狗肉”之争：缺了一点容忍
夏至那天!传说中的玉林(夏至

荔枝狗肉节)如期举行"延续多时的

(爱狗人士)和(吃狗人士)之争!也

在这一天更加激烈化! 或者说异化"

有报道说!一些狗贩子在市场以公然

虐狗的方式!诱逼爱狗人士出高价买

狗*而另一方面!一些狗肉餐馆的经

营者也长期受到爱狗者的电话骚扰%

威胁!有的养狗场所甚至被打砸"

无论是公然虐狗!还是骚扰%威

胁狗肉餐馆! 都逾越了道德和法律

的底线"对于这些过激行为!当地政

府不能置身事外!理应介入调查"

(吃狗肉)的问题!每年这个时

候!都会上演一轮又一轮的争论"在

很多旁观者看来!道理已然说尽!应

有的基本共识是双方都需恪守自己

言行的边界$ 在没有法律明文禁止

的情况下!吃狗的一方自然可以吃!

但也没必要大肆炫耀! 可以如韩国

人一样!相对(低调)地吃*而爱狗者

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君子动口

不动手)!不能去侵犯吃狗者或店家

的合法权益"

遗憾的是! 这应有的共识现实

似乎仍很难达成" 看多了双方颇具

攻击性的言行! 让人不禁想起胡适

先生那句名言!(我们若想别人容忍

谅解我们的见解! 我们必须先养成

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更广

为人知的是经他推荐而传播的 (容

忍比自由更重要)"不得不说!在(吃

狗肉)的问题上!双方过于强调了自

己的权利和自由! 而缺了一点共存

于社会所必需的(容忍)"

如果吃狗者% 贩狗者能容忍那

些爱狗的观念! 还会去嘲笑甚至利

用爱心吗# 还会继续把吃狗肉当成

一个(节)吗#如果说(吃狗肉)是一

种传承很久的习俗!(狗肉节) 则是

新近兴起的" 把一个大量宰杀伴侣

动物的日子节庆化! 的确有些违背

文明潮流" 虽然当地政府称 (狗肉

节)只是民间自发习俗!但过去这些

年! 要说从没有地方政府的推波助

澜!也很难令人相信"最近一则报道

就指出!前几年(狗肉节)期间!省里

负责旅游%招商等相关部门的官员!

都会收到来自玉林市政府方面的邀

请!只是今天才(退出)了"

而爱狗者若能多一点容忍之

心!就会以更克制的言行去抵制!就

会明白宣扬一种文明的理念! 岂能

以不文明的方式奏效#既然反对(狗

肉节)! 爱狗者完全可以反其道而

行!把这一天打造成(不吃狗肉节)!

以自己的方式宣传不吃狗肉的理

念! 争取吃狗肉者和更大群体的旁

观者"这样做的效果!显然会远超去

(狗肉节)叫阵"

在这个日益多元的社会! 在很

多问题上都难以指望所有人观念一

致"我们必须学会容忍不同的观念!

学会和(异己)的人群共处!不(以吾

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只要对方

的言行不违背法律! 我们就不可指

望立刻以强制的力量制止! 如果想

改变对方!只有以劝导的方式!只有

更相信自己的信念!更相信时间"

谨防环保补贴掉进“黑洞”
近日! 环保部对

!#"(

年脱硫设

施存在突出问题的
"'

家企业予以处

罚! 这些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脱硫

装置!或不正常使用自动监控系统%

监测数据造假% 二氧化硫超标排放

等行为"华能%国电%华电%大唐%中

电投五大电力控股或参股子公司均

上榜!华润电力旗下有
(

家企业每年

享受的国家脱硫补贴超过
"

亿元!新

华社记者到该企业采访发现! 企业

实际脱硫效率与国家指标相差甚

远!交接班记录上甚至常有(停脱硫

或退出脱硫运行)(未投入脱硫)等

字样"

为治理环境污染! 政府拿出巨

资用于环保补贴! 其中不少掉进了

(黑洞)!有人采用各种手段把纳税人

的钱给诈骗走了!并未投入到环保工

程" 纳税人为煤电企业每度电支付

"+$

分的补贴!不仅如此!纳税人还担

负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等所谓(新

能源)的补贴!但从政策执行效果看!

这种形式的补贴并没有对环保起到

明显的促进作用!不少接受补贴的企

业仍是污染大户!有的企业老板成了

富豪! 但企业炒作几年便倒闭了!不

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也糟蹋了纳

税人的大量血汗钱"

我们出台了诸多环保政策和法

律法规!并为环保下了血本!可我们

的环境质量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

善"环保部
%

月
,

日发布的-

!#"(

中

国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

!#"(

年!全

国
*,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仅海口%

舟山%拉萨
(

个城市达标!达标率仅

,+"-

" 去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

($+'

天!比
!#"!

年增
"&+(

天!为
"'%"

年以来最多"

我国不少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

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这和环保及国

土部门的失职渎职不无关系" 从众

多媒体报道来看! 环保大多是被动

执法!哪里的企业污染严重!造成附

近居民多人死亡!或群发疾病!或引

发群体抗议!这才对环保引起重视!

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但也很大程度

上是为了平息事件! 而不是根治污

染" 我国环保国土部门那么多公职

人员! 怎么会让一家企业轻而易举

地骗走了
"

个亿的环保补贴#在对骗

取环保补贴的企业和责任人做出惩

罚的同时! 环保国土部门是不是也

该自查自纠!查办失职渎职官员#

,

月
"*

日!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

联合发布的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

为
"%+"-

!其中耕地超标率为
"'+,-

!

&!+&-

的污染为镉 %汞 %砷 %铜 %铅 %

铬%锌%镍等无机物"环保部门估算!

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

"!##

万吨!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

过
!##

亿元"

在允许土地私有的国家! 他们

的土地可以是个人财产! 居民当然

对自己的土地呵护备至! 不容别人

污染他的土地!一旦被污染!也会毫

不犹豫地采取法律行动! 让排放污

染的企业对自己的放任行为付出巨

大的代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

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

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

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这一土地制度意

味着各级政府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

土地的(监护人)!有义务保护土地

免遭污染"如果土地没保护好!作为

土地(监护人)的各级政府也就必然

要承担责任"

总之!要想解决污染问题!必须

加强环保执法检查力度! 谨防环保

补贴补到私人腰包或被挪作他用"

同时!还要把环保责任到人!哪个地

区出现当地居民不可接受的污染问

题! 除严惩排放污染的单位和企业

法人以及相关责任人! 还要追究环

保国土部门的责任! 惩办失职渎职

的环保官员"否则!环保政策和法律

法规制定了一箩筐! 但缺乏执法监

督和责任追究制度! 人们就不会敬

畏这些政策和法律法规! 重视环保

也就只能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

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

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

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 当陪你

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

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

———千与

我们自身的光明要像太阳光

一样!对万物一视同仁!无物不照!

好人它也照!恶人它也照!好%坏是

别人的事!我们总要平等慈悲!若是

与人计较!则自身也是半斤八两"

———慧海

有的人羡慕你! 有的人嘲笑

你! 有的人嫉妒你! 有的人忽略

你"可是!那又怎样#你永远是人

生这出戏的主角!其他都是配角!

仇人是跑龙套的! 朋友是友情客

串"爱人是最佳搭档"

———杨昌溢

人和人在肉体上没差别!都

是一百多斤肉! 在生物学上是一

样的!差别是在灵魂上!你的精神

世界有多大!你的视野就有多大!

你的事业就有多大"

———冯仑

在陌生人中孤独地旅行!不

是为了寻找谋生的路! 也不是寻

找爱!而是去寻找自己"人可以失

落一切!唯独不应该失落自己"

———霍达

女人!可以做自己的公主!但

不要指望做全世界的公主" 女人

的经历可以沧桑! 但女人的心态

绝对不可以沧桑" 女人因为有缺

点才可爱" 聪明的女人总会把自

己的破绽暴露给男人" 男人女人

之间的较量!输家永远是女人"不

是因为她不够聪明! 仅仅是因为

她更爱他"

———苏芩

二十多岁正在打拼事业的男

生就像个搬砖工人!他抱着砖!就

没法抱你*他放下砖!就没法养你"

———铃声

在一切变好之前! 我们总要

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 这段日

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

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亮丽的我

!

每天吃一颗糖!然后告诉

自己$今天的日子!果然又是甜的"

!

真希望自己变回小孩!

因为! 摔破的膝盖总比破碎的

心要容易修补"

!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

要你愿意走"

!

学会说再见! 生活会给

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

有时候真想一巴掌拍死

脑袋里面的那些胡思乱想"

!

如果智慧真的高人一

等!傲慢也就不会太过分"

!

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

终都要跟稚嫩的自己告别"

!

成熟! 就是用微笑来面

对一切小事"

!

爱上某人! 不是因为他

给了你需要的东西! 而是因为

他给了你从未有过的感觉"

!

我大好的一个人!凭什么

跑到别人的生命里去当插曲"

!

微笑就像创可贴" 虽然

掩饰住了伤口!但是心痛依然"

!

不要总是估量自己在别

人心中的地位! 活在别人的眼

神里!就等于失去了自我"

!

陪伴! 就是不管你需不

需要!我一直都在"

!

爱! 不是寻找一个完美

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

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

!

你永远猜不到生活会在

哪个路口给你一个坎儿!也料不

到它会在哪个阶段给你一份爱"

!

总有一个人!

./

的离开

让你瞬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创意铅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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