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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州长江大桥被曝桥墩悬空

承建方称很稳固

从 26 日下午开始，一张反映四川

泸州黄舣长江大桥桥墩悬空的照片，

迅速在网上蔓延。 从照片中显示的情

况来看， 桥墩近 1/3 的地方悬在了半

空中，十分危险。 这也引发了网友的

热议，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查验。

26 日晚， 记者从承建方获悉，桥

墩本身没有质量问题，裸露的部分为

承台，而桥墩的基础则设置在长达 40

米的端承桩基上，十分稳固。

网友发帖

桥墩悬空引发安全忧虑

“曝光！ 黄舣长江大桥这样修恐

怕危险哦！ ”26 日，在四川泸州的多家

论坛上，一张桥墩悬空的照片引起了

关注。 据发帖者介绍，这张照片是在

附近游玩时拍摄的。 照片显示的内容

系泸州黄舣长江大桥北桥墩，因为桥

墩底部悬空，他觉得十分危险。 而发

帖者的忧虑也引起了网友的同感，大

家纷纷留言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关

注。

泸州黄舣长江大桥，位于泸州市

黄舣镇境内，是成自泸赤高速公路（泸

州段）上跨越长江的一座特大型桥梁，

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工， 总工期为

36 个月，是一座新桥。

承建方回应

悬空部位只是承台

记者随后与承建方公司取得了联

系。 该公司工程人员介绍，目前该桥

一切正常。 对于网民拍摄的图片，该

公司技术人员解释，照片上的是黄舣

长江大桥的北岸 2# 桥墩， 这个桥墩

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桥墩基础是桩长

为 40m 的端承桩基础，承台设置在桩

基上，目前露在外面的是承台和部分

桩基，这是由于桥墩位置的原始地形

就是斜坡，所以承台和部分桩基露在

外面是正常的。 同时，该工作人员也

表示，他们也会对裸露的部分进行处

理。

（据《华西都市报》）

抓阄儿评先进 年会玩跳绳

上班族吐槽年末职场众生相

耍花腔

年会活动是跳绳比赛

“年底总结活动中， 各公

司、单位‘花样’迭出，网络时

代个个求新求异，可是我们单

位居然要搞跳绳比赛啊？ ”近

日， 一位公司白领发微博说，

这几天， 单位给发了一根跳

绳，说年底有跳绳比赛，他摸

摸自己的大肚腩表示跳不动，

“你说， 我要是就蹦跶了两三

下就喘着跳不动了，岂不是让

大家给取笑一年啊。 ”这位白

领表示， 平时公司加班多，写

计划，做 PPT，一忙就是几个

小时不动弹，身体各方面的素

质肯定是不如从前了，跳绳可

是考验心肺功能和耐力什么

的， 他感觉自己严重不能胜

任，只好默默地把绳子揣在包

里，得空就蹦跶几下，加强锻

炼，可不能在比赛时出糗。

在年底公司组织的活动

中，考验体力的不在少数。 爬

楼梯、爬山，公司美其名曰是

“忙碌了一年， 员工应该舒筋

活骨”。

写总结

网友教你写出色总结

年末，职场人又为各种各

样的总结而忙碌，在微博上早

有人总结出出色总结的要点：

1. 总结的目的以及总结的要

义 ，简单概括；2.年度工作回

顾，用事实、业绩、数字说话；

3.分析取得成绩的原因，重视

团队合作意义；4.分析目标没

达成的原因， 给出解决对策；

5. 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与安

排，忌“假大空”。

（据《扬子晚报》）

12306网站三天两“瘫痪”

都是空调惹的祸

网友吐槽：12306，一个神奇的网站

26 日，有网友爆料，铁道部的 12306 购票网站又“瘫

痪”了。 对此，铁道部在随后的公告中称，暂停互联网售票

服务是“因机房空调系统故障”。 这是继 12 月 24 日之后，

该系统第二次因为同样的问题而对外暂停服务，并再度引

发网友吐槽。

“这么大的一个系统，全国这么多人买火车票，居然机

房空调坏了，网站就崩溃了。 ”26 日上午，网友“Mr 民工先

生”发微博并私信“@ 南都深度”称，12306 网站又崩溃了。

南都记者随后访问该网站，发现铁道部已发公告，称“因机

房空调系统故障，正在积极组织抢修，暂停互联网售票、退

票、改签业务”。

这是 12306 三天内第二次暂停服务。12 月 24 日下午，

该网站就曾被网友爆料“瘫痪”，铁道部随后先称“硬件设

备故障，正组织抢修”，后表示“因空调设备故障，经抢修，

互联网订票已恢复”。

由于北方天气寒冷，12306 网站的两次“空调故障”引

来不少网络购票者抱怨的同时， 也遭遇大批网民吐槽 。

“12306，一个神奇的网站。 ”“@ 新京报评论”质疑，投资高

达 3.3 亿元，春运等高峰期页面瘫痪，说是买票的人太多。

可现在不是高峰期，难道要怪极寒天气？ 未来还会有多少

“不可抗力”？ 26 日 17 时，12306 网站更新滚动公告，称互

联网售票已经恢复。 （据《南方都市报》）

记者采访南皮县国土局被扣

当地官员欲给“封口费”

据京华时报消息 26 日下午，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

称， 该刊记者徐智慧在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采访时遭阻

挠。 当地官员欲以 1 万元“封口”，遭拒绝后，将徐智慧扣

留。 经杂志社交涉，当地将其“礼送”离开。

中国新闻周刊隶属中新社， 徐智慧是该刊一名记者。

26 日下午 4 时 25 分，周刊编委刘婉媛发微博称，徐智慧到

南皮县采访非法取土破坏农田一事，遭到南皮县国土资源

局官员阻挠骚扰。

26 日晚，刘婉媛证实此事。 刘婉媛介绍，从 24 日开

始，徐智慧在南皮县当地采访时，就有人尾随其后。 26 日

下午，徐智慧到该县国土局采访，准备离开时，被堵在办公

室不让走。被困之后，徐智慧给刘婉媛打来电话，汇报现场

情况。徐称，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薛文远要给他 1 万元，被

他拒绝，但对方说如果不拿钱就不让走。

刘婉媛说，她通过徐智慧的电话与薛文远沟通，要求

放人。薛称只要不报道此事，他们愿意给钱。刘婉媛要求对

方出具书面说明，对方随即发来一份传真，上有南皮县国

土资源局的落款并加盖公章。这份传真被公布在刘婉媛个

人和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上。 这份传真内容大致为：

“无需有新闻媒体发表文章或新闻”。

刘婉媛称，在电话录音沟通过程中，薛文远先称其领

导，后改称姐姐，问：“你们缺经费么？ ”她称经费充足，不用

操心。 薛说：“经费不嫌多，我们给你一点呗。 ”刘婉媛予以

拒绝，薛还称：“如果徐智慧走，我就得死了。 ”此后，直到下

午 5 时 20 分，徐智慧仍被扣留，该局一名副局长出面称要

“请吃饭”，徐婉拒并要求返回北京，被对方拒绝。

刘婉媛说，经周刊与当地政府部门交涉，南皮县委宣

传部郭姓副部长和国土局李姓局长与徐智慧“谈心”，“介

绍情况”，表示是“一场误会”。 之后，国土局派车“礼送”徐

智慧离开南皮。

26 日晚，该县国土局李姓副局长表示，薛文远只是建

议不报道，并无强硬态度和扣留记者行为，同时，薛否认要

给钱封口。 对此，县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 26 日晚，沧州市

国土资源局给中国新闻周刊发函，称已建议南皮县国土资

源局党组免去薛文远办公室主任职务，并要求其作出深刻

检讨。

桥墩看起来悬在了半空。

年末的职场总是紧张而忙碌的，微博上，网友晒出了年底职场众生相：有公司想出了抓

阄儿评先进的办法，以此希望“一碗水”端平；为了比拼体力，年底举行跳绳比赛；年末，你还

在为写总结绞尽脑汁吗？ 微博上边看总结写作要点，边吐槽，例行工作也变得别样欢乐。

评先进

抓阄儿，“一碗水”终于端平了

又到年底，很多单位在为各种总

结表彰做准备。 年底，先进个人基本

上是每个单位都有的一项荣誉，基本

的操作模式是各部门都有一些名额，

获奖人员由各部门自己决定。 这种时

候 ，部门负责人是最头疼的，扒拉扒

拉人员后，给这个，不给那个，可能会

“摆不平”。 针对这种弱肉强食的竞选

模式 ，有些人想出了好办法 ，那就是

抓阄儿。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吐槽：“年底，

我们公司评先进堪比年会抽奖啊，因

为这是抓阄儿决定的！ ”看到这条微

博，不少网友评论说：“这样的先进是

天上掉馅儿饼，一年中累死累活不重

要，冲锋陷阵不必要，只要运气好，名

利双收就在眼前。 ”

看到网友疑问， 博主解释说，抓

阄儿也属不得已又不得罪人的办法。

去年，他们部门评先进个人时，部门

经理着实得罪了几个下属，平时都是

自己的左臂右膀，可公司给部门的名

额就一个，先进个人这个奖项 ，除了

荣誉 ，最关键的是有奖金 ，部门里一

共 9 个人， 大家平时也都挺认真积极

地在工作， 业绩也都不错，“一碗水”

怎么端平，去年可把他难为坏了。 前

几天， 他看电视时忽然突发灵感，既

然大家工作状况都差不多，而且关系

都不错 ，不如抓阄儿 ，把这个奖项交

给运气好了。第二天，他在部门的 QQ

群里提出了这一建议，没想到得到了

大家的一致认可。于是，他制作了 9 张

字条 ， 只有一张上面写着“先进个

人”。 然后揉搓成 9 个纸团，在 9 名员

工的监督下，扔在桌面上，大家嬉笑

打闹成一团 ，个个哈气求好运 ，然后

一番抓阄儿，最后中奖的是一个女员

工，大家也就一笑了之。

看到这个解释，网友也表示了理

解。“看来， 老板也不是那么容易当

的，既要让员工受到激励 ，又不能让

某些人心理失衡，想端平‘一碗水’可

真难。 ”

赛创意

年会小品剧本找人代写

每年年会， 除了传统的歌舞表

演，小品或是相声在年会上也是重头

戏。 小品表演门槛低，只要背熟台词，

但是小品剧本的操作就困难了。 如果

只是仿照历年本山大叔的名作，简单

方便可操作，但是笑点由于大家过分

熟稔，表演出来已经没有让大家爆笑

的可能。 将同事身上好玩的段子编进

剧本，顺便吐槽一下这一年工作的酸

甜苦辣，成为年会小品表演的方向。

不少白领有了灵感，却卡在了小

品剧本的写作上。 于是， 一种代写

年会小品剧本的服务产生了。 在淘

宝上， 输入“代写小品剧本”， 可以

看到 77 条商品信息， 其中最火的一

家最近成交 26 笔，总共有 185 条销售

记录。

在一家名为“文字团旗舰店”的

店铺里，记者以办公室文员的身份咨

询客服，问能否写出表现工作业绩的

小品剧本，该客服表示可以。 普通文

章起价千字 70 元；专业性强、要求高、

紧急稿件千字 80 元至 200 元不等，不

需要额外提供素材。 当记者询问如何

保证剧本符合职业特点时，客服并未

答复。

在另外一家名为“美文美奂”的

店铺，客服表示，代写小品剧本、年会

节目的方案，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有人买。“想要剧本能体现职业特

点，你得先跟我说说这一年工作的酸

甜苦辣。 提供米，我们才能做饭。 ”

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