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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十五的月亮
十六圆#$可龙年正月里的月亮却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中科院紫金山
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介绍$本月月亮最圆将出现在 !日清晨 "时 "#分'

王思潮介绍$月球绕地球转动一周为一个"朔望月&(约为农历一个
月!$这个月中月亮最圆的那天称%望日&$也叫%满月&'月亮从一个满月
%走到&下一个满月$需要 $%天半左右的时间' %望&通常为农历每月十
五)十六或十七$这时地球正好位于太阳与月亮之间$人们从地球上看
太阳西下时月亮正好从东方升起$被太阳照亮的月亮此刻最亮)最圆'

为何月圆在农历里的日期不固定呢*王思潮解释$月亮围绕地球运
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时近时远+最近时有 &'万多千米$最远时有 #(

多万千米$由于万有引力的关系$近时走得快一些$远时走得慢一些'如
果在上半个月快了$就会准时到达圆月的位置$在十五圆+如果慢了$就
会%晚点&$赶在十六或十七到达圆月的位置'

王思潮介绍$月圆一般以出现在十五或十六比较多$像今年元宵这
样的十七圆是比较少的'

记者走访武汉几家大型超
市发现$冷藏区都开辟了专柜售
卖各种品牌的汤圆$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选购'

在武昌某中百超市里$思念
推出%玉&系列$'种颜色的汤圆
整齐排列$ 让消费者过足了眼
瘾+三全的%果然爱&系列水果汤
圆$)种水果口味似乎在传递阵
阵芳香'除此之外$湾仔码头)五
芳斋等品牌推出的芝麻花生玉
米汤圆$都受到了欢迎'

当然$这些创新汤圆价格要
比传统汤圆高不少$每 "((克售
价在 *"元,$"元不等$ 相当于
普通汤圆价格的两三倍'

但是$这并不是最贵的' 记
者在元祖食品专卖店看到$ 一款名为酷元宵的即食免煮汤
圆$涵盖了抹茶)草莓)芒果三种口味$售价 #!元'!颗乒乓球
大小的汤圆$平均一颗售价 '元'与之类似的另一款兔元宵$

售价更高达 !元一颗'

还有更贵的' !颗汤圆)*条芝麻酥和 $盒糕点组成的圆满
礼盒要 $$*元$一款 !寸大小的团圆兔汤圆售价高达 *'+元'

元宵节吃元宵$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本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习俗$是老百姓家人团聚共同过节的方式' 然而
近些年$这些传统的节日食品被过度包装$进行概念性炒作$

使得传统节日变了味$成为一些单位和个人公款消费)送礼
行贿的%送礼节&'

记者在卖场看到$陆陆续续有市民前来选购这些高端汤
圆' %买这种汤圆的人实际上自己不吃$都是用来送礼$走人
情' &正在选购汤圆礼盒的张伟说$自己消费不起一两百块钱
的汤圆$但为了送单位领导$只能咬咬牙了'

销售人员小王告诉记者$高端汤圆的产品定位是%中高

档商务礼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每天可以卖出 ,((多盒'

购买的人有单位团体$也有个人' 单位购买多半是用于送给
往来客户或各类领导$加强感情联络+至于个人$多半也是用
于送礼$疏通关系'

武汉市民李杰认为$天价节日食品的消费群体不可能是
普通老百姓$大多数是用于走亲访友$甚至送礼行贿$以达到
某种%交易&'

华中科技大学韩东屏教授认为$%随着对名烟) 名酒)购
物卡等传统-行贿.礼品的限制越来越严$礼品种类也逐渐减
少$高价节日食品就成了一种替代品'

韩东屏说$ 对借机行贿索贿的行为要加大打击力度$纪
检监察部门在节假日期间$ 特别要对公务人员进行廉政教
育$并加强监管调查'若发现违规行为$要予以严惩'"只有将
这个市场打掉$才能铲除豪华节日礼品的生存土壤' &

武汉理工大学龙炳煌教授说$汤圆)粽子和月饼$这些符合
大众口味的民俗食品是传统节日里的寄托形式$体现的是一种
文化传统和百姓生活味道'但它一旦和"豪华&等字眼联系起来$

再冠之以商业包装和炒作的噱头$就背离了其传承历史文化的
本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吃汤圆已不在于吃$更不是在
吃-包装.'以吃汤圆的形式将浓浓的亲情表达出来$这才还原了
节日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元宵节的现代意义' &

据悉$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要求0国家标准$已从 $(,(年 #月 ,日开始正式
实施' 对食品和化妆品销售包装的空隙率)层数和成本 &个
指标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包括包装层数不得超过 &层)包装
空隙率不得大于 '(!)初始包装之外的所有包装成本总和不
得超过商品销售价格的 $(!等'

武汉市工商局负责人王眠说$由于%标准&不是法律法
规$对于违反标准的行为鉴定起来比较困难$而且执法难度
较大' 他建议尽快出台类似于%商品包装监管条例&等法规$

%让过度包装不只停留在标准和宣传上$而要落实在法律上$

并加大打击$才能有效遏制下一个豪华食品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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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保障房将基本建成 "((

万套以上$ 随着建设不断提速$保
障房供应高峰将至' 能否公平分
配$成为保障房这一%民心工程&的
生命线'

,56789):

%&'()*+,-./0

资格审核$ 维护住房保障制度公平
性的第一关口'

信息显示$ 上海居民张某为协保人
员$其妻子李某及女儿小张为在职人员'

该家庭申请上海共有产权房'根据要求$

申报 $(,(年 $月至 $(,,年 ,月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为 $-)万余元$截至 $+**年
*月 &*日的人均财产为 !-$万余元'

核对中心将张某一家的基本信息通
过电子专线$发送至各部门)机构' 随后
陆续反馈而来的信息显示$ 张某还拥有
存款 $#万余元$大额支出 $

笔$ 曾买入 )万元某理财产
品+李某拥有存款 $-&万元$

大额支出 *笔$银行利息 '"

元+小张拥有存款 $+元'

经此$ 张某一家的财产
收入情况便一目了然' 针对
其中一些可疑之处$ 核对中心要求张某
一家进行重新确认)说明' 最后$结合补
充材料$认定张某家庭的人均财产为 *&

万余元$超过准入标准'街道住房保障部
门将结果告知张某$后者自愿退出申请'

这只是核对中心处理的一起普通案
例'它之所以有如此%神通&$得益于上海
近年来探索建立的 %居民经济状况核对
平台&' 这一平台通过建立%电子比对专
线&$涵盖社保)税务)公积金等 *#个部
门和单位$ 从而能把分散的居民经济状
况信息进行充分整合)比对'

核对平台的%主建设方&上海市民政
局局长马伊里说1%上海居民经济状况核
对平台$就像是一套全方位的监控系统$

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了解申请者的经济
状况' &

据统计$ 自 $++)年 &月至 $+**年
年底$受居民申请家庭委托授权$核对中
心对 $#+++余户廉租房申请家庭进行核
对$ 其中有 '+++多户家庭被检出' 在
$+*+ 年以来三批次共有产权房 (经适
房!申请审核中$共有 &')"户家庭被检
出$ 检出率分别为 %-*!)!-#!和 !-+!$

检出率逐年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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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收入是居民私密信息' 对保障

房申请者$如何在规范操作)准确审核的
同时$确保信息安全$防堵%安全漏洞&和
泄密行为$殊为关键'

记者在上海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
心的办公区域看到$ 墙上显著位置张贴
着保密规定$工作人员一律持证上岗'

%所有核对工作人员均签订保密协
议$并定期接受保密教育' &上海市民政
局副局长姚凯介绍$ 核对过程不是简单
地在核对中心与相关部门) 机构之间建
立%直线联通&$而是设立一个前置服务
器$核对信息经由此服务器间接取)送$

其他无关信息则被隔离'此外$核对过程
采用了加密)数字签名)电子签章等多项
保密技术'截至目前$核对工作一直保持

%零泄密&'

与%戒备森严&的后台不同$向申请者
开放的前台则是一个 %便利窗口&' 据介
绍$目前上海在市及区县两级层面成立了
专职核对机构'原住上海徐汇区枫林街道
的住房困难户王双美已是共有产权房的
住户'她说$申请表要填八九页纸$尤其是
收入)财产信息非常严格)详细$但填完之
后交给窗口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没有
特殊情况就不必跑来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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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退出机制$ 被看做是保障房
分配自我纠错机制的重要环节'

记者日前走访上海松江新凯家园)

闵行博雅苑等共有产权房小区$ 尚未发
现住户开汽车)保障房挂牌出售等情况'

新凯家园附近%家苑房产&的一位置业经
理告诉以购房者身
份前去咨询的记者1

%上海对共有产权房
的申请审核比较严$

门店没有接到挂牌
转售的房源' &

一直以来$我国
保障房退出机制是保障房管理的一大
%短板&$除豪车进出)出租转售的现象$

较少有因家境变化而退出保障房的实际
例子'上海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
海将加强共有产权房的 %售后监管&$完
善退出机制'通过审查和公示$上海房管
部门在已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家庭中$已
发现一些家庭存在隐瞒虚报行为'

$+**年$全国超额完成了开工建设
保障房 *+++万套的任务+今年计划新开
工建设保障房 )++万套以上$ 基本建成
"++万套以上' 建立严格的准入及退出
机制$任务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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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是元宵
佳节$如果说除夕)春节是一台全民参与的民俗大戏$那么$正月十五元宵
节就是这台大戏的压轴节目'民俗专家表示$作为传统节日的元宵节在我
国已经传承了 $+++多年'

天津社科院教授王来华介绍说$元宵$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从汉
武帝颁布的/太初历0以来$将正月定为一年的首月$正月十五晚上升起的是
新年的第一轮圆月$必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元宵节又称%元夕&)%元夜&'

王来华说$正月十五之夜$天上一轮明月高悬$地上万家灯火通明$人们
趁着新年的余兴未消$吹拂着早春的轻柔夜风$踏月赏灯$舞狮耍龙$踩高跷$

划旱船$扭秧歌$鞭炮阵阵$锣鼓喧天$火树银花$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好不热
闹$简直就像西方的狂欢节' 因此$民间有%正月十五闹元宵&的说法'

有诗就描写了唐朝长安%闹&元宵的场面1%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 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
相催' &这首诗把长安城里元宵之夜的盛况和游人的兴致表达无遗'

民俗专家表示$一个%闹&字$道出了元宵节的热闹欢腾)祥和喜庆的气氛$

表达了人们纳吉迎祥)祈祝丰年的心愿' 可以说$元宵节是中国人的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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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元宵赏月时'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介绍$自古以来$月亮这一美丽的天
体就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是中国人寄托情思的重要载体'

王思潮表示$月亮是一个特殊的天体$从地球上观看$月亮的%表情&

非常丰富$朔望之变化$盈亏之消长$上弦下弦之不同$一天一个样' 也正因如
此$月亮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关于月亮的神话传说也有不少$如嫦娥奔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这一意象常常成了人类思想情感的载体$

她的意蕴十分丰富' 早在/诗经0中$就有/陈风2月出0这首诗' 自此以
后$月亮益发有了灵魂$有了性情$与人休戚与共$引发无数千古绝唱'

王思潮表示$在很多咏月诗歌中$诗人将月融于内心思想情感之中$

并使月与内心的思想情感互为辉映$创造了许多优美的审美意境$并将诗
的文学品位)思想内涵与艺术造诣提升到一个极高的水平' 当然$由于作
者心境不同$在不同的古诗词中$月亮这一意象表现出的意蕴也往往不尽
相同' 其不同意蕴$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审美意境$烘托出人们的不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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