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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立法法》出台了，有些城市可以自己制定地方法律了。
那，您说说看，如果我们常州可以制定地方法律了，那我们需要制定一
部什么样的地方法律，也就是说，我们常州的第一部地方法律是什么
法律？其意义又是什么？（话题提供：黑与白）

明星当自重

娱乐圈内丑闻

不断发生!让人大跌

眼镜的同时!也撕开

了一些明星肮脏龌龊的内囊"有人哀叹!

有人痛惜!更有人呼唤!明星当自重"

的确!无论是什么社会!对于众多

的年轻人来说!崇拜偶像明星!都是一

种正常现象"因为一个真正的充满正能

量的明星和名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影响力!也是一种榜样!而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 这些榜样为年轻人释放太

多的精力提供了载体" 这就更加需要

明星们能够遵纪守法!树立好的榜样!

在为粉丝们提供快乐的同时! 也能够

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有益的元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什么一些明

星发生吸毒之类的负面消息后!社会

和公众会感到震惊和愤怒!尤其是一

些在影视作品和社会公益活动中树立

过正面形象#力量形象的明星!更是让

人不可思议"这不仅是他们已经做了

违法乱纪的事!更是他们表里相悖#言行

不一#没有诚信的形象!在公众一向对其

信任的心口上撒了一把让人痛苦的盐

巴"同时!这些明星和公众人物!占据了

整个社会中相当宝贵的稀有资源! 也获

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 就应该承担

更多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 而一旦越

过了道德底线和公序良俗的红线! 他们

就应该受到社会更加严厉的处罚! 这也

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

好在我们的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

了品德不良的艺人明星对社会的危

害!如对品德不良的艺人说不!对他们

参与的影视作品封杀! 就是为了弘扬

明星名人的正能量" 让更多的名人明

星能够德艺双馨!成为恒星!而不是流

星"这种政策和做法!应该长期坚持"

当然!在强调明星偶像加强自律!

坚守道德底线和公序良俗红线的同

时! 追星偶像崇拜名人的粉丝们也应

该多一份理性#质疑和警惕!不要被名

人的光环所迷惑! 更不要在盲目的追

捧#效仿中丧失自我"

觅渡周话题征文下周话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5943b0102vpzj.html?tj=1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5190191.html

http://blog.cz001.com.cn/index.php/38775/viewspace-14366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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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神与物质

生活$$$%乐享时光&' 扫一扫!每

天好礼相送哦'

扫一扫
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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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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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子李
娱乐圈吸毒现象前赴后继!关键是钱多无聊!处罚太轻!

也是社会价值观变态的一种反映"

也有人说
演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素质!

更是娱乐圈整体形象"他们涉毒!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对其粉

丝!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应该值得全社

会关注" 至于如何消除这些吸毒的文艺界名人给社会带来的

负面影响
)

笔者认为!除了国家对其要依法处理!一视同仁以

外!曾经涉毒的明星们也要为此痛心疾首"要知道!自己成了

可以儆猴的那只鸡!正是对自己违法违纪应得的惩戒"

斯诺登
娱乐圈虽小!但能量很大"特别是那数以亿计的青少年!

他们是娱乐粉丝源源不断的生力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粉

丝老去了!一代粉丝又成长起来!在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明

星与粉丝!他们相生相存!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同"而在这样

的生存状态中!明星的偶像力量!往往影响深远"

优帅帅
%吸毒&褪去了他们的健康形象!几乎断送了他们原本一

片坦荡的大好前程"

娱乐圈又见吸毒！有人哀叹“偶象怎
么了”。娱乐化的追星偶像崇拜，值得那么
上心么？不妨大家谈谈。

尊重孩子不喜欢足球的权利
按照计划! 足球特色学校每周

上一堂足球课! 学生人人会踢球"这

引发部分家长的担心!%我的孩子不

喜欢足球!怎么办*&教育部体卫艺司

司长# 中国足协副主席王登峰认为!

学校的课程安排!不会完全按照学生

个人的兴趣!按现有办学条件!一所

学校最多只能开一至两门运动专项

课!学生应服从学校的课程安排"

中国足球水平不高! 如果对其

望闻问切的话! 可归咎为足球文化

不发达!官办分离只是空喊!青少年

人才匮乏等等" 为此! 推出足球改

革!比如让足球进校园!确有必要"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

协主席蔡振华公开%卖萌&+%中国校

园特色学校在
#*#&

年将达到
&

万所!

有多少学生#家长#社会参与*这将

形成真正的资源合力! 想到那样的

远景!心真的醉了 !陶醉了 "&按预

计!届时在校人数会是
&***

万!我们

将成为世界足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番愿景似乎让人看到中国足球的

根基不断夯实"

不过! 在为足球进校园叫好的

同时! 也应该看到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喜欢足球#都适合踢足球"诚如有

家长所称!%我的孩子不喜欢足球!

怎么办*& 而王登峰的回答很干脆+

学生应服从学校的课程安排" 此言

看似合理!但违背了教育规律"一方

面学校的课程安排!唯有科学合理!

学生才应该服从"另一方面!一刀切

的做法适得其反!足球固然重要!篮

球能不重要*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谈及足

球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姚明说+%作

为篮球界人士! 我首先表示有点嫉

妒"我非常希望篮球在不久的将来!

也通过一份计划走入校园" 人才出

自校园! 任何一种人才的储备脱离

校园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足球进校

园!篮球也应该进校园!我国篮球水

平在亚洲尚可!但与欧美差距明显!

这说明篮球也应该从娃娃抓起"身

为篮球名将! 姚明希望篮球进校园

也许出于%私心&!但传递的信号很

明显!不应该一球独大!

!

球进校园

应该更开放#更多元!如果让足球占

据统治地位! 必然压缩其他球进校

园的机会与空间! 对其他球类就不

公平"

既然一所学校最多只能开一至

两门运动专项课!那么是选足球#篮

球# 排球还是乒乓球! 应该广征民

意!充分尊重学生意见"体质不同!

天赋不同!对球类的选择自然不同"

不让学生自由选择! 不尊重学生的

真实想法! 就会沦为简单粗暴的父

爱主义!出发点再好!也不可取"不

符合教学常识! 就不可能取得真正

的效果"

最关键的是! 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著名球王马拉多纳说过!踢球最

重要的是兴趣#快乐!让孩子玩球!

让他们在场上竞争! 他们自己觉得

很有趣!每天都盼着去踢球!因为那

是很好玩的事" 如果孩子不喜欢足

球!他们能踢好足球吗*众所周知!

即便在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已融

入巴西人的血液之中! 一般男孩子

出生后的第一个礼物总是爸爸送的

足球!学校也不是只让足球必修"

曾有人探讨! 世界上是足球迷

多还是篮球迷多* 在世界范围内估

计是足球迷多!但是在中国!未必"

不过!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任

何球类都有进校园的必要! 即便不

能进校园! 也不应该让足球唯我独

尊!甚至要求孩子必须踢足球"有业

内人士担忧! 如果足球运动这么个

搞法!足球搞上去了!其他运动也就

搞死了"也许这是危言耸听!但值得

一听"尊重孩子不喜欢足球的权利!

让孩子自由发展!自由选择球类!对

足球有好处对其他球也有好处!对

孩子更有好处"

公车拍卖遇冷是权力认知的理性回归
#+

日下午! 第二轮第二场中央

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专场

拍卖会开槌" 本场拍卖公务车
+##

辆!成交
++&

辆!是公车拍卖进行至

今首次出现流拍车辆的情况" 本次

拍卖除去
%

辆流拍车辆的起拍价后!

起拍价合计为
$$',&

万元!总成交价

为
&'-.+

万元! 溢价率为
%-.''/

!比

上一场
"&0/

的溢价率要低出一半"

(

$

月
11

日,北京青年报-)

应该说!公车改革以来!几场中

央部门公车的拍卖会上!都拍出了较

高的溢价率"尤其是第二轮第一场公

车拍卖! 因为许多车辆是外事车!车

型大部分为大中型轿车和越野车!出

现了令人匝舌的
"&0/

的溢价率"对

比之下!

$

月
1"

日这场公车拍卖确实

有些%跌份儿&和寒碜!一方面溢价率

仅
%&/

左右!另一方面!几辆国产公

务车竟然无人问津!这多多少少让本

次公车拍卖会有些尴尬"

被拍卖的公车! 之所以比较受

竞拍者欢迎! 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领导坐过的车有面子&

心理"这句话!出自某竞拍者之口!

而这样的心理在前几场拍卖会上!

已经被反复印证过! 即便车辆本身

不值那个钱!提到这是某某司长#某

某局长曾经坐过的车! 也会让车辆

显得高大上许多"二是!公务用车之

好!不仅体现在%面子&上!也体现在

%里子&上!公务用车一般不像二手

车市场里来路不明的车一样 %可能

发生过车祸&#%可能是改装而来&!

公务用车从来都是顶配!而且!有较

好的保养"也正是因为这几个原因!

许多竞拍者是铆足了劲来的! 志在

必得"

本场公车拍卖会多多少少遇

冷! 笔者认为! 正是一种理性的回

归"当然了!这与本次拍卖的车辆的

档次低有很大的关系! 据了解本次

拍卖的车辆中有许多是国产车!而

且!许多车辆的年岁都很大!有的甚

至超过了十年" 但是! 仍然可以肯

定!前几场公车拍卖中!过于在乎公

车的%面子&的情况!已经减少了许

多!许多来竞拍的人!更加开始关注

车辆本身的性能# 排放标准及出厂

时间了"

每一场公车拍卖! 其实都有非

常重要的价值意义"它告诉国人!局

长#厅长#司长及以下级别的官员!

不再配专车了!而且!公车改革!今

年将在各地政府层面展开! 官员的

公车特权! 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

的约束! 并能得到更好的规范.同

时!现在许多大领导曾经坐的车!已

经%流放&到了民间!但车就是车!车

的面子来自车的品牌#性能!而不是

来自谁坐这辆车"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部门的公

车!代表了这个社会的面子"但是!

最应该代表这个社会的面子的车!

却应该是校车"%公车有面子&#%领

导坐过的车有面子&的心理!其实是

畸形的! 这和在古代社会里得到皇

帝御赐的黄马褂的心理没有什么区

别"而越是如此!越是能够说明公车

改革的意义与价值所在$$$让公车

不再代表这个社会的面子! 让公车

不再是特权的象征'

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

哭! 也没人在乎你辗转反侧的要

熬几个秋"外人只看结果!自己独

撑过程" 等我们都明白了这个道

理!便不会再在人前矫情!四处诉

说以求宽慰"

———树影

不够好! 才会那么依赖其他

人.不够清醒!才会信任所有耀眼

的外衣.不够强大!才会浪费时光

去迎合他们的玩闹"

———水上飘

友情之所以美! 就是建立以

后!不需要像情侣一样!保持紧密

的联系!它可以相当松散!不少人

有这样的体验+好朋友多年没见!

见面话题依然不会冷!聊完以后!

下次见面又是三五年后"

———连岳

有时候很想找个人倾诉一

下!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终是什

么也不说!只想快点睡过去!告诉

自己!明天就好了"

———旺旺

人生应当这样过+ 用前半生

的时间去得到一些东西! 再用后

半生的时间一件件失去" 一定要

留一些时间给失去" 抛物线是最

美的!自由落体的闭幕!那才是一

个瓜熟蒂落" 我只想劝你放慢脚

步!劝你歇一歇!劝你温存片刻"

———张悦然

人越是怕丢人! 就越是在乎

别人的看法" 越是在乎别人的看

法!就越是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

是忽略自己的感受! 就越是像木

偶一样拼命活给别人看"最后!一

步一步将真实的自我囚禁在了深

深的黑暗里"丢失自我!是我们找

不到快乐和幸福的根源! 也是一

切心理问题的根源"

———长生果

!

眼泪是当你无法用嘴来

解释你的心碎的时候! 用眼睛

表达情绪的唯一方式"

!

人生总是会充满了无

数的等待 ! 有的人就在等待

中枯萎 ! 有的人会在等待中

绽放"

!

别问我过得好不好!不

好你也帮助不了! 好也不是你

的功劳"

!

不要在十六七岁爱上一

个人! 因为那个人会是你最爱

却永远得不到的人"

!

人生最困难的不是努

力!也不是奋斗!而是做出正确

的抉择"

!

别人稍微注意你! 你就

敞开心扉"你以为这是坦率!其

实这是孤单"

!

我希望你幸福 ! 因为

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 我又怕

你幸福 ! 因为那样你就会忘

了我 "

!

如果你想对自己好!那

就远离消极悲观的你! 做一个

乐观向上的自己"

!

友善地对待你讨厌的

人!正是你成熟的表现"

!

你尽力了! 才有资格说

自己的运气不好"

!

人生有两条路! 一条需

要用心走!叫做梦想.一条需要

用脚走!叫做现实"

!

再难也要坚持! 再好也

要淡泊!再差也要自信!再多也

要节省"

盲目崇拜迷失自我也是“毒品”

说真的! 有影

视歌明星涉毒被曝

光! 并不让人震惊"

全国登记吸毒人员
1%(

万名!按国际惯

例估算实际吸毒人员超过
"$00

万

(

10"-

年
""

月
$

日新华网)"娱乐圈是一

个小社会"大社会发生的事!小社会里

当然也有可能发生"但是!拥有众多粉

丝的明星涉毒!会让大众失望!更让家

长们担心"这些被孩子们当作偶像来

崇拜的明星们!违法涉毒!会给孩子们

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影响!确实难以预

料"不过在我看来!这正是家长老师们

对孩子指点迷津的机会"明星们不是

完美的神!而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有优点和缺点!有成功和失败!有高雅

和猥琐.可以喜欢他们!不必盲目崇拜

他们!更不必处处模仿他们"

似乎可以说! 对娱乐明星盲目崇

拜#迷失自我!也是一种%毒品&"据说人

吸毒后会产生幻觉!幻想什么!就会觉得

眼前真的就是什么!飘飘然不知所以!更

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对娱乐明星盲目

崇拜到迷失自我的程度!所表现的也是

这种幻觉"否则就很难理解+只因母亲没

给买偶像张国荣的
23

碟! 让辽宁一名

+(

岁少女自杀.只因没钱亲眼见到偶像

影星赵薇! 让浙江一名
+%

岁初中生服毒自

尽.武汉女歌迷为思念谢霆锋而跳河寻死.

+%

岁偏瘫歌迷周枫为周杰伦吞下
$0

粒安眠

药. 兰州疯狂追星族杨丽娟追逐刘德华未

果害得老父跳海身亡" 可见! 盲目崇拜明

星!与吸毒一样有害!一样会自吞苦果"

我们都是从青少年时期走过来的!

都曾有自己的崇拜偶像"青少年追星!是

世界共有现象"追求成功心理!自我确认

心理!爱恋替代心理!归属心理!补偿心

理!从众心理!共鸣心理!都是人类共同的

心理需求"这些心理需求!让心理尚未定

型的青少年走在追星的路上!也没那么可

怕!更非%不可救药&"关键是为人父母者!

自身不要当不成熟的粉丝(成年人影视歌

迷球迷并不少见)!然后貌似不经意地和

孩子一起讨论这些明星的成功之路和奋

斗历程!以及该学习他们什么品质!寻找

自己的成功之路.告诉孩子!娱乐只是一

种职业. 社会需要娱乐但不是靠娱乐发

展!我们需要娱乐但不是靠娱乐生存"

我相信!不同的时代!青少年的崇

拜对象会有所不同" 国家遭遇外侮年

代!会崇拜卫国战斗英雄.政治剧变年

代!会崇拜政治明星.倡导科学技术的

春天!会崇拜科学家.经济飞跃发展年

代!也会崇拜实业家"娱乐明星实在不

是唯一可以崇拜的对象! 更不该是盲

目崇拜到迷失自我的对象"

http://blog.cz001.com.cn/?uid-265573-action-viewspace-itemid-1436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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