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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刀妹"退出江湖 卖饮料月薪四千

!菜刀妹"#本名杨曦#重庆市江北区人#

中国煤矿文工团艺术学校舞蹈专业毕业#之

后在北京的娱乐场所从事舞蹈表演$

!""'

年
(

月开始#搞笑!非常真人"组照在网上流

传$ 女主角杨曦常在图片中拿把菜刀#被网

友亲切称为!菜刀妹"#迅速在网上走红$ 后

来#她担任了联想手机代言人%拍摄电影#担

任了&非常真情'女一号%被评为!

!""'

年度

网络红人"()

!菜刀妹"变身促销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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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踏实月薪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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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红人是这样!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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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南

高考之后#各地媒体又开始一年一度地

例行热炒了$ 这不#高考成绩甫出#不仅仅是

高考状元们成了报纸电视互联网追逐的焦

点#%神童班级&'%最牛班级&也瞬间走红$

先有北京媒体激动地报道北京八中少

年班
"#

人中#

$#

人高考成绩在
%&&

分以

上#其中
$&

人剑指北大'清华#全班最低

'$"

分#也超过北京高招一本线(再是海南

媒体欣喜地披露海南华侨中学理科高三
($)

班
#*

人参加高考#平均分数高达
*$*+"

分#

比一本线高出近
",,

分#海南%最牛&(近日#

又有湖南媒体不约而同地亢奋宣告# 湖南

师大附中高三理科
,%,-

班全班
.%

人全部

上了一本分数线#最低分
'%-

分#超过一本

线
-/

分#有
"#

人可以上清华北大#其中
-/

人是保送生'

/

人已进入清华北大预录范

围#%见过牛的#没见过这么牛的&$

确实#如果站在应试教育的角度而言#这

些孩子应当仁不让地披上%最神&的外衣'戴

上%最牛&的桂冠$但是#抛开北京八中的少年

班不讲#对湖南海南的两个案例稍加剖析#笔

者却很是为这样的中学教育担起忧来$

海南媒体报道称#该校高三年级组长麦

昌毓老师介绍#海南%最牛班级&荟萃了侨中

最优秀的学生(湖南媒体报道说#湖南%最牛

班级&学生积极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信息学竞赛#其中#

."

人获省级

一等奖#

-.

人入选冬令营# 代表湖南参加全

国决赛#占湖南省队人数的一半))

原来如此# 在全国很多省份已被叫停

的 %特长班级& 再次羞答答地露出冰山一

角#在坊间百姓眼中被视作教育不公的%重

点班级&再次炫耀起畸形的果实来$

虽然说#从新闻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出

来自学校方的解释#说%最牛班级&的学生

绝对不是书呆子#甚至有的还是校园歌王'

排球健将$ 但是当%倾全校之力&的教育模

式本身就极富功利色彩# 本身就以倾轧其

他学生公平的教育资源为代价的时候#校

方的说法已然如那些官油子嘴中的数字报

表#虚假浮夸甚至带着吃人的大口#血淋淋

地将人分出了三六九等来$

这样说# 是因为笔者不由得想起诸多

报纸不断曝出全国各地成绩不好的学生被

校方苦劝放弃中考'高考的新闻#众多电视

频道纷纷披露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学校破败

的校舍硬件'薄弱的师资软件来))

胡锦涛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努

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不知对于这些

%最牛班级&#除了那喜气洋洋的考生及其家长'

那用心%良苦&的学校及其老师'那惯于制造噱

头的媒体#可还有哪些%人民群众&是满意的*

南海网评

)*)+

点评
0

正言

"/

月
%

日# 一个关于 %中国最牛门面

房&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发帖者称河南栾川

县有座两层小楼#深度仅
-+'

米左右#质疑此

楼为政绩工程$ 而记者调查发现#房主只因

宅基地地形所限才建成了此楼#官方也回应

称决非政绩工程$ *

$

月
$

日大河网+

,--希望!谣言"不仅仅止于!治者"$

"/

月
%

日# 纽约商品交易所
*

月交

货的原油期货合约报价一举跌破
%'

美元
0

桶大关#截至当天下午
%

时最低报价
%.+*'

美元
0

桶$ 自上次国内汽柴油调价至今#国

际油价下跌已超
#1

#国内成品油价存在下

调可能$ *

$

月
$

日京报网+

---亟盼!油腔"能有!滑调"$

"

在%昆明小学生+卖淫,案&中%认罪&

的刘仕华'张安芬#近日称此前向公安机关

所作的供述#系遭%胁迫'引诱&而作出$

/

月
/

日下午#昆明警方召开新闻通报会#称不存

在威胁与诱供的情况$ *

$

月
$

日中新网+

---!卖淫"案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

"

为摆脱资金困境#德国豪华汽车厂商

保时捷启动了和多只投资基金的接洽$ 德国

媒体报道#一家中国主权基金也参与了对保

时捷股权的竞购$ *

$

月
$

日新华网+

---谁又想如印度塔塔公司收购 !路

虎"!捷豹"一样!找汽受".

"

浙江绍兴一女子因多年不孕找到所

谓神医进行人工授精# 不料手术竟是通过

装在避孕套里的精液进行$ 在两次手术失

败后#神医提出%真正人工授精&#且收费高

昂$ *

$

月
'

日红网+

---这个!神医"上过电视节目吗.

"

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表示#少数民族

地区将要产生大作家$ 其理由是#少数民族

地区作家-穷#有的甚至处于饿肚皮的状况(

社会纷扰少#专心创作$ *

$

月
'

日华龙网+

---照此逻辑#在狱中研究!孙子"的

张二江确实更有!创作"条件/

"

浙江省嘉兴市
*,

多位购房户因质

量问题欲起诉房产公司# 但嘉兴市的相关

政府部门始终不配合律师取证# 建设局一

副局长甚至将群众反映问题的材料扔出办

公室$ *

$

月
'

日中新网+

---比郑州的逯军更雷人$

0

负
1

母
官

新
华
社
发 !菜刀妹"走红时的照片$ *网络照片+

在推销饮料的!菜刀妹"$ 张质 摄

哼
)

你以为做

男人就这么容

易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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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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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2主编
&

吴 卓 美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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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眉山市委出台了"关

于加强干部组织纪律性的若干规定 #$同

日!市委%市政府颁布了"关于印发党风廉

政建设四项制度的通知&!包括'眉山市领

导干部八小时外行为规范&%"加强对一把

手的监督管理办法&等(其中)

#

小时外禁

与异性不正常交往* 的规定引人注目(

+$

月
$

日华西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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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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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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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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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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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震烨培训服务有限公司老板吴

实甫实在做了一笔合算的买卖$他只拖欠

了两位女员工几百元人民币#就赚得了一

个%海口最牛老板&的称号$若从广告意义

上看#这笔%生意&绝对赚大了$现在#海口

商界不认识吴老板的人可能不多了$吴老

板的名声#算是打出来了$只是有点可惜#

这名声是打了引号的$

这位吴老板做生意的理念也与人不

同$ 比如# 他给不给员工发工资的前提#

是看员工的人品好不好# 而不是看员工对

公司的贡献大小$ 有例可证- 他认为员工

孙某人品不好# 便拒绝发工资给她$ 又比

如# 吴老板可能认为钱比生命重要# 证据

便是他自己所说的# 死都不会发工资给孙

某$ 你看#吴老板对钱是多么酷爱*

对于后一条#我们不好评说$虽然吴老

板的话#会让我们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

奴葛郎台的形象$ 但这毕竟属于个人性格#

我们是不该置喙的$但对于前一条#如果从

法律的角度看#倒不无值得辩驳之处$

吴老板发工资的标准#显然与法律的

规定不符$法律规定#企业雇佣了员工#员

工为企业服务了# 企业就得给员工发工

资#除非企业事先与员工说好 #这是义务

服务#不给钱的$但吴老板与孙某之间#很

明显是有偿服务性质#不然孙某也不会屡

屡上门讨要工资了$现在吴老板拒绝给孙

某发工资# 明显违反了有关的法律规定$

说白了就是违法行为# 严格追究的话#是

要受到法律惩处的$

我有点奇怪# 对于如此明显违法之

事#吴老板为何敢于发出%死都不给&的豪

言.若说吴老板不懂法#那是打死我也不

相信的$若说吴老板认为拖欠工资不会受

到法律惩罚#那倒很有可能$毕竟#拖欠工

资这种事#是许多老板常用的手段$而法

律的缺位#也让这种伎俩常常得手$欠薪

事件层出不穷#屡罚难绝#非为无因$吴老

板只不过有样学样罢了$

吴老板虽然被赋予 %海口最牛老板&

的新称号# 但其所做之事其实并无新奇之

处$但吴老板比别人胆子大#敢于说过%死都

不给&的豪言壮语#其所凭仗的#无非是认为

法律不能拿他怎么样$若让吴老板的打算得

逞#怎么说都是对%法治&这个词的侮辱$

是吴老板这个%最牛老板&牛#还是法

律牛#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更多精彩时评见南海网+

/0123456789:1;

上海+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已经在土

地招拍挂操作中! 取消了单体项目
!$%

以

上建
&$

平方米以下户型的硬性要求(作为

房地产宏观调控标志性政策!)

&$'!$

*政

策目前已经实质性退出市场( 上海一家房

地产企业高层表示!)无论是住房建设部还

是各地房产局! 都不会正式发文取消,

&$(

!$

-政策!但在操作过程中不再对此进行规

定!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不正式发文取消的

做法!也为政府应对,后危机-市场提供了

收放的空间(**

$

月
$

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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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安徽阜阳辖区

内的一镇政府办公楼可谓富丽堂皇! 其

中书记室里仅红木家具便价值百万元以

上 ( 置办家具时该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

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几百元! 而置办者则

是该镇原书记张家顺. 白宫书记张治安

的父亲( 张家顺被称为 )颍上教父*! 曾

和张治安轮番担任该镇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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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张某某发表在 "邯郸日报&上

的署名文章!竟然与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的

政府文件除了地区名和人名之外!几乎一字

不差(张某某称!当时由于自己忙!就让宣传

部的一个实习生代写!自己没有仔细审阅就

让报纸刊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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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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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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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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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ÁüYz&´¹!ªûÀ6ÃBKm~$

---南海网友

! * +

!别管他们"

是公然抗拒监督

)

日上午! 记者来到重庆市招办综合处

处长李萍的办公室了解情况(李萍和
*

名男

士正在谈录取工作上的事情( 其中一男士提

到 )有很多媒体要求公布违规学生名单*!李

萍回答.)别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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