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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端午节来临! 街头巷尾的市场地摊上便
开始有人摆放上关于这个节日的小饰物了! 而从
住户家中也会飘出缕缕粽子的香味" 端午节是一
个时令性的节气! 也是民间传统的节日"

据互联网上关于对节日喜欢程度的调查数
据显示! 热衷于端午节的大多是中老年人! 他
们喜欢在节日来临之际! 忙着给孩子们准备七
彩钱# 香囊等戴在身上# 喜欢包一大锅粽子#

喜欢上山采艾蒿! 另外南方一些地区开始赛龙
舟等"

而年轻人呢! 对粽子这种食品似乎有些不
屑! 有的甚至不知端午节为何节$ 它的由来是什
么更不得而知! 其实这种现象标志着传统文化的
缺失! 而有时节日承载的文化内涵要超过节日本
身"

据说韩国曾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端午
节! 这不免让人觉得惋惜! 中华民族历史悠
久# 源远流长! 端午节是我们传统的民间节
日! 什么时候成了他们的专利$ 我们真的不能
再对自己的节日漫不经心! 保护传统节日刻不
容缓"

庆幸的是! 国家如今把端午节作为传统节日
进行休假规定! 在感受节日的温馨同时! 我们应
当以此为契机! 把中国的传统节日过出中国特色
来" 除了吃粽子! 端午节诠释的最重要一点是一
种文化元素! 当重读屈原的 &离骚'! 缅怀三闾
大夫矢志忧国的壮怀激烈! 当重温节日的那些温
馨的民间风俗! 这才是对节日真正的捍卫! 也是
对传统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

让南繁育种成为振兴海南经济的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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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素有全国 (天然温室) 的美名"

早在海南建省之前! 海南的南繁育种就名
扬全国" 繁育种子的光热条件得天独厚!

在内地 "年的育种工作! 在海南只需要 #

年就能完成" $%&%年! 农业部一次性批复
给海南 '个种子工程项目! 也绝非偶然"

同时! 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建设也进入了国
家粮食战略规划" 据农业部南繁工作管理
办公室的信息显示! 自 !"#" 年以来! 在

全国已推广的 $%%% 多个农作物品种中!

"%&左右的品种都经过了 (南繁) 选育!

主要农作物的生产用种完成了 '至 (次的
更新换代! 每次品种更新的增产幅度都在
)%&以上" 南繁育种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作
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省近年育种业发展迅猛! 已成为全
国育种业不可忽视的一只 (新军)" 据我
省媒体报道! 近年经过海南培育出的国内
优良农作物品种! 已经走俏全国" 例如!

中国最好吃的甜糯玉米种子是海南培育
的" 此种子销往 $% 多个省市区! 并在浙
江# 江苏等沿海省份占市场主导地位" 国
内 (黑美人) 西瓜是著名礼品型西瓜! 而

成功繁育这个品种的! 也是出自海南" 另
外! 育种业对我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起到
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据省内媒体报道!

$%%(%$%#% 年! 海南育种制种面积增长
"%)! 由 &"万亩增加到 &*万亩! 育种制
种范围从三亚# 陵水# 乐东# 临高等市县
扩展到万宁# 东方# 澄迈等市县" 越来
越多企业依托南繁发展种子产业" 仅每
年冬季! 国内最大的南繁育种基地! 在
海南的直接经济总值超过 " 亿元! 为农
民增收# 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
献" 大量的高素质南繁人员在当地的科
研# 生产等活动! 不仅促进了当地消费!

还极大地推动海南的文化教育乃至卫生事

业的发展"

上世纪 +% 年代!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
歇尔及其学生俄林提出了 (资源禀赋) 学
说! 由此获得 #(**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海南建省初期! 经济受到房地产泡沫影
响! 一度大起大落! 教训之一就是没有考
虑到本身的资源禀赋优势! 没有发挥 (扬
长避短) 的优势" 海南独特的热带光热水
资源! 发展作物良种培育具有独一无二的
优势! 这种资源禀赋! 是国内任何省份都
不具备的! 无论在生产还是粮食安全领
域! 其潜力都还值得充分挖掘"

我们期待着南繁育种成为振兴海南经
济的一张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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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高房价肯定高! 所以土地溢
价率高必然导致房价高企" 在这种情
形下! 国土部去年 #$ 月份要求全国

#%, 个重点城市及时上报 (高价地)!

是出于希望通过监测地价避免出现房
价过快上涨的初衷" 而现在国土部对
地价的监控 (升级)! 将要求上报异
常交易地块的城市范围扩大到全国所
有县级及以上城市! 是希望达到在更
大范围内避免出现出地溢价率过高而
推动房价过快上涨的目的" 在当前包
括县级城市在内各地房价普遍上涨情
形下! 国土部推出这样的举措显然是
必要的"

需要看到的是! 尽管国土部要求
各地土地部门监测当地土地溢价率!

但是这种监测实际上只是一种 (观
察)! 然后再将 (观察) 到的 (高地
价) 上报上去" 而像这样仅仅是 (事
中观察# 事后汇报)! 显然很难达到遏
制部分地块出让价格走高现象出现"

尽管国土部有关官员表示! (如果发
现出让过程中有违反规定的地方! 会
要求地方解除土地出让合同! 甚至在
土地出让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会直
接叫停一些地块的出让)! 但是何谓
(违反规定) 行为以及土地溢价率多高
才算违规! 有关部门并未制订明确的
标准! 这样就可能导致一方面国土部

门监测不断升级! 另一方面部分地块
溢价率不断 (稳步升高) 现象出现!

并由此而带动房价不断走高"

其实! 对于防范土地出让价格过
高推高房价而言! 更应当从改革土地
出让制度入手! 变当前的土地招牌挂
制度为 (竞地价# 竞房价)! 即出让土
地时政府部门先通过综合评估给出一
个合理地价区间! 在规定地价区间内
由房价定得低的开发商拍得土地" 而
更为治本的举措则是要通过有效制度
设计破除地方政府奉行的土地财政!

同时通过推行房产税与改革分税制度
等途径给地方政府以稳定的税源! 消
弭地方政府通过推高房价抬高地价的
欲求与能力" 如此才能通过有效降低
地价稳定房价! 让更多的民众尽快实
现安居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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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 月 # 日起就已禁止生产含
双酚 - 的塑料奶瓶" 同日! 中国疾控
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李宁在
新闻通气会上表示! 目前中国正在清
理包装材料! 并出台了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中规定未来婴幼儿奶瓶不能使

用双酚 -" 同时! 国家食品安全委员
会也对使用双酚 - 的婴幼儿奶瓶的迁
移量做一些研究! 进行评估" 相关职
能部门对欧盟的禁令作出积极的反应!

令人欣慰"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既然
欧盟已认定含双酚 - 奶瓶对人体有
害! 而国内也质疑含双酚 - 奶瓶的安
全性! 相关部门着手研究的同时为何
不作出暂时下架的决定$

定论姗姗来迟! 六部委现在才通知
禁止生产含双酚 -的婴幼儿奶瓶" 如果
当初在着手评估安全性时! 就要求暂时
下架! 或者以国家部委的名义权威提醒
人们慎用含双酚 -奶瓶! 并提醒企业谨

慎对待含双酚 -奶瓶的生产.那么! 对社
会和企业的影响都会降到最低" 况且!

人体免受侵害的权利优于企业利润!

很有必要采取暂时下架措施来确保万
无一失"

过去之事就既往不咎吧! 可是现在
的禁令很让人伤心" +月 #日起禁止生
产含双酚 -的婴幼儿奶瓶! 但要 (月 #

日起才禁止市场销售" 既然认为使用含
双酚 - 奶瓶会对婴幼儿产生危害! 为
何要先禁止生产三个月后才禁止销售
呢$ 难道在这三个月之内购买的含双酚
- 奶瓶! 就会魔法般变成无害的奶瓶$

翻来覆去地思量! 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来销售已经生产出来
的含双酚 -奶瓶! 以减少企业的经济损
失"

如果谁有理由证明! 企业生产的这
些奶瓶必须由社会来买单而不能让企业
利益受到损失! 我相信只要良心未泯的
人! 都会自愿掏钱来阻止这些奶瓶进入
市场" 毕竟! 钱可以找! 婴幼儿健康受
到侵害却难以弥补" 诚然! 只要企业不
是明知含双酚 -奶瓶有害而故意生产!

一下子就强制下架! 看起来企业很无
辜" 但懂得点法理的人都知道! 并非动
机不纯的害人行为才有罪! 过失也是一
种罪过" 以前使用含双酚 -奶瓶的人!

就已经够无辜! 暂且不论该不该向企业
索赔" 但是! 明知有害的物品! 起码要
立即下架吧$ 为何还要设置长达三个月
的合法销售期限呢$ 难道人体健康还不
如企业利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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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禁烟#控烟已是大势所趋#国
际潮流"在卫生部实施(禁烟令)之前!已有
#,*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的地方法
规*#((+年! 北京在全国最早通过地方法
规进行控烟+$%%(年! 广州推出 (史上最
严)的控烟条例!规定餐厅#网吧#公园#车
站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去年 "月!杭州以
地方法规形式明确 #%类禁止吸烟#(类控
制吸烟的场所,,

然而!看似威严的(禁烟令)却成了纸
老虎!出现了叫好不叫座#有令难行的尴尬
局面" 在杭州!实施控烟令短短两个月内!

就先后有两名市民因劝阻他人在公共场合
吸烟被打伤+在广州!(一支烟)竟然难倒了
#,个部门!至今未对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出
一张罚单+沪上虽对 $#个公共场所控烟不
力的单位实施了处罚! 但罚金也只有小小
的 /"%%元,,

何以如此$ 这固然与(烟搭桥!酒开
路)#(敬烟)依然是风俗#香烟依然是馈
赠佳品的社会习俗有关! 与政府机关#党
政领导没有成为公众的榜样有关!与各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没有承担起全面禁烟的
责任有关!更多的则是与(禁烟令)有禁无
罚#权责不明#执法主体模糊有关" (禁烟
令)只是规定了公共场所禁烟!却没有对
室内公共场所吸烟者和场所经营者进行
处罚的条款"

面对目前 (我国烟民数量已突破 "亿
大关! 遭受二手烟危害的非吸烟人群高达
*0'亿!每年有 &$%多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的
疾病)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我们有必
要对(禁烟令)进行深刻的反思!借鉴国外
成熟的经验!在做好(劝)#(限)两篇文章的
同时!及时修补相关法律漏洞!让禁令变得
刚性又好操作! 同时辅以在烟草生产#销
售#税收等环节跟进相关配套措施"

如此多管齐下! 从政府机关做起!从
(头)做起!打好持久战#人民战!(禁烟令)

才不会成为镜花水月! 我国烟民的数量才
会得到有效挤压! 才会顺利实现对世卫组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的 &%%)室内无
烟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