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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注册地址为浙江的网友楼
晓芳 9 月 1 4 日 2 2 时 8 分发微博
说：“蔡师教我，我该怎么做？儿子今
天又喝醉了，别人送回家的。到家也
不说话，问他流泪了，然后一个人把
自己锁进房间，喊他他只是说让我
静一静。我也知道是我的错，让他
去考公务员的，他自己不愿意。现
在他不会喝酒，但总是什么局的局
长一起喝让他喝醉。儿子 2 7 岁在
国税管理科管了一大片厂家。”楼晓
芳将此微博转给了浙江省委组织部
部长蔡奇——— 即“蔡师”。

楼晓芳表示，转给蔡奇看，是
因为他是父母官。楼晓芳还称，很
后悔自己当初坚持让儿子考公务
员。

9 月 1 5 日，蔡奇转发了该微
博，附文说：“告诉我你儿子在国
税哪个单位？今后可以不用喝酒
了。” 9 月 1 7 日晚，这位母亲发
微博透露了儿子所在单位——— 浦江
县国税局，并欣喜地表示：“太好
了！他最讨厌喝酒抽烟！”随即蔡
奇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向涉事部门
“喊话”：“如有属实，请主动抓
好整改，刹住‘酒局、牌局’；地
方反对“四风”不能等，现在就要

见行动！”
经过蔡奇转发，该微博迅速被

大量转发，有网友表示：“儿子是
不用喝酒了，但可能饭碗也不保
了。”不少网友表示了同样担心。

蔡奇更新后的微博则称“陪酒
一事引起舆论关注，这反映出对吃
喝不正之风的厌恶”。并答复媒体
称：“要看到这不是个例，须从反
对‘四风’来对待。”

在母亲为儿子醉酒求助、引起
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重视下，浦
江县做出调查，称当晚宴请为私人
性质，未有国税系统局级领导参
加。

调查通报称，楼晓芳的儿子赵
创琦，现为该局税源管理四科普通
干部。 9 月 1 4 日，浦江县农业局
副局长林雪平约了包括赵创琦在内
的 1 3 人在浦江县石古农庄聚餐，
自带酒水，餐后由林雪平现金支付
餐费 1 0 0 0 元，未索要发票。当
晚，赵创琦由张某送回家中。通报
称，赵创琦当时说了一句“我是跟
局长一起喝的”，楼晓芳并不了解
具体情况。据赵创琦本人和父母
称，赵创琦喝醉仅有三次，一次是
高中毕业时与同学喝多，一次是

2 0 1 2 年初同事调离浦江时，还有
一次就是 1 4 日晚这次。据了解，
赵创琦没有和局领导一起外出吃饭
的情况。

而在事情成为舆论热点后，楼
晓芳对发微博求助行为表示后悔。
她又更新微博称“知道错了！想事
简单！”，但随后又将该条微博删
除。

对话———

他们觉得我把儿子给“卖了”
经历网上求助、地方调查、删

除微博之后，这位为儿子醉酒求助
的母亲却感到了另一种压力。楼晓
芳在与记者对话时表示，事发后儿
子受到同事冷落

记者：儿子平时的应酬多么？
楼晓芳：他平时很不爱参加应

酬，只碰到特别没有办法推脱的老
同学才会去。有时候同事结婚，包
了红包，吃酒到一半，就回来了。
平时就很讨厌烟酒，基本不会喝
酒。

记者：儿子那天是怎么喝醉
的？

楼晓芳：那天他是参加了一个

朋友的聚会，那个局长是他过去同
学。回来之后，他说这次聚会挺难
得，还是比较高兴。但我看他喝那
么多，又不怎么说话，就拿他喝酒
的事说了几句，没想到他哭了。

记者：当时怎么想到把儿子的
事发到微博？

楼晓芳：我觉得他喝太多，怕
身体受不了，想阻止这种情况。想
到给蔡奇留言是因为平时就是他的
粉丝，觉得他比较正直，也比较关
心老百姓的事，但没想到他会转
发。有关部门调查报告是真实的，
但后来很多人因我那一句“跟什么
局的局长吃饭”就很关注这事，可
我本意是想说喝酒的危害。

记者：事后儿子的工作有没有
受到影响？

楼晓芳：儿子说他受到了排挤
和冷落，周围同事变得不敢接近
他，以前跟他比较好的那些年龄大
的同事，也都不愿意理他了，影响
是肯定有的。

记者：事后您曾发了一条“知
道错了！想事简单！”的微博又很
快删掉。听说有很多人在攻击您？

楼晓芳：我儿子劝我赶紧把微
博都删掉。孩子爸爸对我发了脾
气，还有很多网友也在攻击我，他
们觉得我把儿子给“卖了”，以为
我把儿子在网络上给“告发”了。

(据《南方都市报》、《新京
报》、《北京青年报》综合)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回家养猪。
——— 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位保安在

辞职信中说。据称，这位生于 1992 年
的保安，每个月赚三千元左右，觉得不
够生活，于是打算回老家。这富有文艺
范儿的辞职信引起众多网友激赏、感
慨。

这是一帮没有政治信仰的人，利
益熏黑了灵魂，一旦一个被抓，就能带
出一窝。

——— 一位中石油内部人士称。包
括蒋洁敏在内的多位中石油高管人员
落马之后，有人称，中石油员工坚持不
懈的上访和告状功不可没；中纪委开
通了公共邮箱之后，这些告状信把邮
箱都堵了。

某个周日，我骑到了华南植物园
旁边的山上，恍若重拾了孩童时的感
觉。我还幻想着能骑车去进行公务拜
访，或许我和我的司机可以骑一辆双
人车，再在车篮上插上领馆的旗帜。

——— 自 2010 年上任，英国驻广州
总领事摩根每天骑车约 30 分钟上班，
感觉良好。他在博客上写道：“官衔就
像个镀金的笼子，把他们与大众的普
通生活隔离开来，我喜欢通过骑车来
突破这层障碍。”

看事
过节送礼，三六九等
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的 2013 年中

秋客户关系维护计划显示，今年送礼
范围在春节基础上又有所扩大，涉及
北京等 5 个区域，其中仅某一个机构
部门就需要送出 2 8 0 多份礼物。“礼
单”细分成 5 个档次，送给部门领导：
红酒和品牌高端手机，价值 3 0 0 0 至
5000 元不等的消费卡，会所会员卡等
等。

人体实验，选中儿童
美国塔夫茨大学公共关系副主任

珍妮弗·克里茨日前致信媒体，就该
校研究人员汤光文等以中国儿童为对
象进行转基因“黄金大米”的人体试
验致歉。

“黄金大米”是一种美国先正达公
司研制的转基因大米。去年 8 月，国际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向媒体强烈谴责
美国对 24 名中国湖南省衡阳市儿童
进行转基因大米的人体试验。随后，衡
阳市政府一度回应称，当地学生没参
与上述实验。 (本报综合)

2003 年 6 月 15 日， 128 名退
休老干部实名举报山西省霍州市原
市委书记王月喜涉腐。在持续举报
5 年后，王月喜被“两规”。 2008

年 1 月 8 日，因受贿、贪污，王月
喜一审被判 12 年。

联名举报王月喜的 128 名老干
部，参与举报时的年龄在 70 岁上
下居多。退休前，分别曾任霍州县
( 1 9 9 0 年霍州撤县建市)副县长、
计委主任、党校校长、公安局长、
交通局长、民政局长、信访局长、
法院副院长等职。举报王月喜的公
开信，数年间，九易其稿。

激怒老干部的，是王月喜卖
官。这些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怀
念毛泽东时代官员的清廉，并苦于
无法面对面批评市委书记。

对王月喜卖官的价格，原霍州
市信访局长杨德兴的描述颇为形
象。“一个局长，问他是怎么当上
的，不说话，只伸一只手翻三

次。”杨德新说，这是花了 1 5

万，“有实权、有钱的部门一把手
15 到 20 万元；各乡镇和二类局一
把手 5 到 1 0 万元；其他单位一把
手大约 3 万元；一般副科级干部 1

万元”。
据杨德兴等人统计，王主政的

3 年多里，霍州吃公家饭的人比以
前增加了三分之一。仅王月喜批准
进入市公安局的就达 85 人。

老干部们对王月喜的举报，始
于他的升迁公示。

2003 年，王月喜拟升任临汾
市宣传部长，公示在当年 6 月 1 2

日开始， 6 月 1 8 日结束。这令老
干部非常气愤，“这样的官员还能
越升越高，简直是开玩笑”。老干
部们开始筹划举报，杨德新、原法
院副院长张元喜等人秘密开了一个
会。

怕走漏风声，杨德兴不敢在当
地打印材料。第二稿举报信，除了

寄给相关单位，还寄给了北京的一
位领导。这名领导建议实名举报，
因为匿名一般不会引起组织上的重
视。举报信的第三稿出来后， 1 7

名老干部在举报信上署上了自己名
字、原来的职务、党龄、联系方
式。没有多久时间，实名的老干部
变成 128 名。

赴京举报的尴尬，杨德新和张
元喜记忆犹新。“我们甚至和中央
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吵过架。他们向
我们要证据。我们反问他，我们哪
有取证的资格。”

张元喜作为代表，在北京呆了
5 个月，不定期去投递举报信。杨
德兴回忆，某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
人员私下安慰他们：“不要气馁，
告倒一个县委书记，一般需要 5

年。”得益于体制内身份，老干部
们的举报得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
帮助。

但在老干部们持续举报的同

时，王月喜也频频“发力”。杨德
兴称，老干部们的子女，大多在霍
州各政府部门工作，有的甚至是一
把手。王月喜施压下，老干部们的
子女，开始劝他们放弃举报。有的
子女甚至以断绝关系的说辞给老干
部压力。一名本不愿具名的老干部
因王月喜通过家人施压，“气到
了，决定豁出去。”

2006 年 1 月 4 日，霍州发生
一起命案，行凶者是霍州市公安局
治安科干警朱耀光。山西省公安厅
成立专案组调查后发现，当日参与
斗殴的有朱的母亲、临汾市人大代
表范学慧，朱在霍州市检察院工作
的哥哥，以及多名警察。

朱耀光的父亲，系霍州市政协
委员朱明娃，盛传其与王月喜关系
匪浅。专案组的调查也认定，朱明
娃的两个孩子进入公、检机关均由
王月喜签字认可。几个月后，王月
喜被去职市委常委，成为山西师大
排名第三的党委副书记。

外界通常认为，朱家命案是王
月喜被调查的开始。杨德兴等人却
认为，王月喜落马得益于老干部持
续举报，且适逢中央大力反腐。

(据《廉政瞭望》)

为让公务员儿子少喝酒，母亲求助省委组织部长
9 月 14 日晚，浙江一母亲在微博上发文称，在国税局工作的儿子不能喝酒，却常常陪领导喝

酒，并求助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我该怎么做”。 15 日晚，蔡奇转发该微博并表态：“今后可
以不用喝酒了”。

但在此事引起关注之后，当事母亲却删除微博，并称因为自己“考虑事情简单”，儿子在单位受
到同事冷落。

山西霍州 128 名老干部 5 年告倒市委书记

听音

您或您的家人患老慢支、哮喘、支气管
扩张、肺气肿、肺心病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
短信索取请发至： 13358232669

咨询电话：400-6613-789
送书网址：www.zslfw.com

为将藏医药发扬光大，启动推广藏式疗法在
全国的普及应用，由资深藏医专家整编的书籍

《藏式疗法除哮喘》
免 费 赠 送

人大代表建议加强
村计生服务阵地建设

垦利县郝家镇积极落实人大“关
于增强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的建
议，加大计生经费投入，对村计生服务
阵地进行改造和升级。按照服务设施
布局合理，服务场所整洁卫生，服务效
果群众满意的要求，在人大代表监督
下，对全镇 28 个村的计划生育家庭幸
福指导站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统一采购”的要求，配齐了桌椅、检查
床、药具箱、药具橱、档案橱，统一更换
了窗帘、床单、枕头，粉刷了内外墙，受
到群众们的一致好评。 (庞瑞香)

海丰街道计生办落实奖励扶助
构建和谐计生

海丰街道计生办结合工作实际，
把奖励扶助工作作为实施民生工程的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确保计生奖扶政
策规范、及时、准确、公正地落到实处。
这个街道北关村村民杜富成和老伴是
全县第一批给予奖励扶助的计生户，
当时县里还专门召开了会议，为他们

发放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对象光荣证。杨三里村村民王茂娥
今年 63 岁了，家里有两个女孩，现在
她已经领了三年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
了。据悉，辖区内每年有 260 余名计生
户享受到这项政策，领取扶助金共计
192240 元。 (李建忠)

垦利县郝家镇“三到位”
做好免费孕前健康优生检查

一是领导到位。镇高度重视，成立
了分管领导为组长的优生健康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出台专门工作方案、工作
流程和实施办法。二是措施到位。将免
费孕前健康优生检查项目与免费孕期
监护项目工作纳入对计生办工作人员
与村级计生主任的绩效考核范围，实
行奖惩，有力地促进全镇免费孕前健
康优生检查项目与免费孕期监护项目
的正常开展。三是经费到位。政府加大
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预算，设立
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与免费孕期
监护项目专项经费，以确保这一惠民
工程的有效实施。(许建厂 刘占双)

强化计生宣传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报讯 邹平县黛溪街道强化计

生宣传，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配合
秋季妇检工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
传服务活动，例如，到人口相对密集的
商场、集市开展宣传活动，印发宣传材
料，营造浓厚的舆论声势。同时把建设
新型生育文化融入到辖区各村新农村
建设中，广泛开展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利用人口文化大
院，发放宣传品，制作宣传板报、宣传
栏，广泛宣传婚育新风和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政策法规和方针政策。使人口
和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融入居民日常生
活之中。 (李文涛 郭道瑞)

郝家镇利益导向惠泽于民
垦利县郝家镇积极采纳人大“新

形势下，利用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
策”的建议，建立健全奖励、优惠、减
免、扶持、保障救助“六位一体”的计划
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完善农村独
女户、双女户及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
度，扩大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的政

策覆盖率。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各站所
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加大对计生贫困
家庭的扶助力度，坚持政策落实“到
位”、工作落实“见底”，确保实行计划
生育的家庭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得
实惠、生活上有保障，为全镇计生工作
顺利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庞瑞香 李娟娟)

强化阵地建设 打造计生服务平台
近年来，无棣县海丰街道加大投

入力度，强化阵地建设，打造计生服
务平台，力促计生服务工作向标准
化、专业化、社会化迈进。2010 年，海
丰街道投资 260 万元，建设了计生服
务综合大楼，工作场所增加到 1 5 0 0

平方米，增长 5 倍，服务容量大大提
升；技术设备由原来的简单避孕、引
流产、接生简单必备器械，升级到 B

型超声、心电图、乳腺诊断仪、微波治
疗仪、显微镜等较高级诊疗设备，形
成了融管理、技术、药具、宣传、培训
五大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计生服务
体系。 (李建忠)

郝家镇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提升计生形象

垦利县郝家镇计生办健全完善了
目标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和政务公开、
教育培训、有奖举报等各项制度，努力
打造职责明确、权责统一、运转高效的
服务型计生形象。计生办证服务窗口、
服务站窗口及各社区计生服务窗口都
公开办事依据、程序和服务承诺，公布
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计
生干部职工转变服务理念，办事讲效
率、工作讲质量，坚持做到持证执法、
文明执法，不以权谋私，不吃拿卡要，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邵华 王莹)

开展流动人口综合服务
日前，红光渔业办事处计生服务

站、红光边防派出所、红光综治办在
流动人口密集的红光渔港码头开展
以“渔港码头我的家”为主题的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服务活动，共向群
众免费发放计生宣传品 180 份，避孕
药具 60 盒，“军民共建爱心卡”40 多
张。 (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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