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8

死

32

伤， 海南一场学生春游事故，

7

人被刑拘， 包括涉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的老城欣才学校校长、学校投资人等。春

游出事，校长被拘，引发的寒蝉效应可想

而知，央视干脆以“校长，还敢组织春游

吗？”为题采访了多位校长。

大凡群死群伤事故， 责任人追究不

力的抱怨常有， 引发大规模舆论同情的

却罕见。从已有报道看，出事大巴涉嫌越

界运输，走小路逃避检查从而肇祸，但校

方若是尽到自身审查责任， 不应过多负

责。如此恶性交通事故固然令人痛心，但

仍然是意外。

以央视为代表的社会舆论普遍同

情校方，一方面显示公众对安全事故处

理的维稳模式并不认同 ，比如为了找出

责任人不惜矫枉过正导致追责扩大化 。

另一方面， 人们对校长际遇感到不平 ，

其实是对中小学生春游权利面临废黜

的担忧。

国人对春游的爱与怕经历了多次反

复。 像我们在上世纪做中小学生的一代

是有福的，管理粗放，人心简单 ，师生情

深，没有申报、预案、组织，老师单人就敢

带学生跋山涉水。

安全何时挡在了春游面前？ 春游与

安全的“敌对关系”是何时形成的 ？大约

是进入本世纪后的事。 比如成都，

2001

年

后，春游进入冬眠期，直至

2008

年，成都市

教育局下文要求中小学一年至少组织一

次春秋游。去年发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

要

(2013

―

2020

年

)

》更进一步鼓励地方政

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 ，

以利学生修学旅行。

春游是每一个学生的权利 ， 春游

课应该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 基于这

样的教育理念 ，经过各界多方努力 ，才

使 春 游 重 新 回 到 中 小 学 生 的 课 程 表

上 。在安全的隐忧和春游的快乐中间 ，

中国社会开始变得更有勇气 、 更倾向

于后者 。

但海南事件再次证明， 春游之乐一

旦变成春游之殇， 安全与责任体系是多

么脆弱不堪一击。 春游的发起组织者非

学校莫属，在责任界限不明的情况下，学

校也就成了春游安全责任的无限承担

者。由此产生的怪象是，一次春游 ，足以

让所有人失眠———学生是兴奋， 校长则

是焦虑甚至恐惧。

要真正保障学生春游权， 必须首先

豁免学校的无限责任。 学校只需尽到精

心预案、谨慎从事、仔细看守，不应负更

多责任。类似海南的极端悲剧事故，经济

责任交由保险赔付， 法律责任则依法进

行，不可滥用刑责追究。

另外，安全与春游并非不可兼得。反

思此次海南春游事故， 遇难学生多是甩

出窗外后被侧翻大巴碾压， 如果每个乘

客座椅都有安全带而且不是摆设的话 ，

车祸不会导致如此惨痛后果。归根结底，

在生命面前，所有的精神价值 ，如同

1

后

面的

0

，

1

没了，

0

再多也没用， 只有前者有

保障，后者才有意义。

春游诚可喜 ，生命诚可贵 ，春游与

安全如何两全？中国学校的春游计划是

存是废 ？为学生系上安全带即可 ，不必

猛踩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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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春游之殇：系好安全带，不必踩刹车

琼瑶阿姨告状是个“坏”榜样

停止补贴国企 请从“两桶油”始

男子因WIFI“疑邻” 背后是科普“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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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阿姨居然写了一封致广电总

局的公开信，又居然在信中用到了“我

走投无路，不知应该向什么单位求助，

只能写信给两位领导”“无力保护自己

的著作权”等弱势群体惯常的口吻。当

然， 它也的确符合琼瑶阿姨历年作品

中一贯的柔弱腔调。

但剧本不能代替现实。 依常识判

断，成名多年的琼瑶阿姨无论在现实的

财力和人力的拥有方面，都绝非如剧本

中那些孤苦无依或四面楚歌的男女主

角一般无助，所以，她不应对自己指认

的抄袭行为如此楚楚可怜地“示弱”，更

不能沿袭小说中的桥段，指望跪求一两

个青天大老爷为民女做主。作为一个独

立聪慧的现代女性，她理应遵照现代法

治社会每一个人都应遵守的规矩，诉诸

法律。这样一个琼瑶，才符合普通民众

对公众人物的寄望，也才能对“全社会

树立起尊重法律的意识”起到一个公众

人物应有的正向作用。

琼瑶阿姨在公开信中指望 “不知

两位领导可否让这部抄袭侵权的作

品，即时停止播出”的想法，其实也是

有违法律精神的。 被其指控抄袭的编

剧于正此后回应，称“抄袭琼瑶”绝对

是一次巧合和误伤。 虽然从网友评论

来看， 多数人都响应琼瑶阿姨的声讨

向于正发难， 但于正有无抄袭最终不

该由“舆论审判”完成，更不能由行政

力量在法律没有对违法行为加以界定

前强力介入。

不过， 琼瑶阿姨如此出离公众意

外的“声泪控告”，也不妨视之为一次

行为艺术，并非毫无现实意义。

“创作艰难，抄袭容易”。抄袭是当

下创作和学术领域的恶疾之一， 人神

共愤。但抄袭之生生不息，也恰在于律

法之不张。 人们习惯于借助管理的力

量来伸张正义，可这种强烈的依赖，非

但容易给内部监督与违法行为“媾和”

创造机会，致使行政管理效率低下，权

力寻租腐败滋生， 还会导致行政权力

因管得过多过细而负担沉重， 重负之

下， 即使初衷良好的行政行为也会因

偏离其职责、超越其能力而出现变形。

巧的是， 被琼瑶阿姨依赖的广电

总局同日宣布新规，将多年的“四星联

播”播出模式改成“一剧两星”。在观众

已能自由地运用网络按意愿选择观看

的当下，这种管理难免缘木求鱼，是否

真能给那些烂在市场垃圾堆里的电视

剧带来春天实难预料， 唯可预料的，是

面对互联网攻势本就岌岌可危的电视

台在市场竞争中的博弈将更加艰难。行

政权力绝非管得越多越好，在市场能够

发挥作用的地方， 行政权力要及时退

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再次强调简政放权的政府自我革命，

这场革命既需要行政权力自律，也需要

公众减少对行政权力的依赖。

当然，在这场权利保护战中，被维

权者暂时抛弃的司法界也理应反思。琼

瑶阿姨的心急如焚足以说明，对有一些

涉嫌违法行为的控告必须快速反应，才

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合法权利的侵

害。如果比行政权力还缺乏效率，比“舆

论审判”还缺乏公正，法律应有的重要

价值自然难以实现：即引导和教育每一

个单位依法行政，每一个人依法行为。

截至

4

月

10

日，

A

股共有

1556

家上市公

司发布

2013

年年报，其中

1377

家获得政府

补贴，合计金额超过

770

亿元。当然，大多

数企业在“两桶油”面前都只是“小巫见大

巫”，中石油

2013

年共获得

103.47

亿元政府

补贴， 连续第三年成为

A

股 “补贴王”。同

年， 中国石化获得了

23.68

亿元的政府补

贴。据统计，自

2004

年以来，中石油、中石

化

10

年来获政府补贴已累计超过

1250

亿。

对上市公司普遍获得各种政府补贴

的现象，有专家分析，是地方政府为挽救

企业不“戴帽”、不退市，不惜用财政资金

冒充净利润， 从而干扰了正常的市场机

制，令上市公司“死而不僵”。这种说法当

然有道理。在当前股票发行制度下，壳资

源弥足珍贵；但是 ，这并不能解释 “两桶

油”

10

年获巨额补贴的事实。要知道，在获

得高额补贴的

2008

年，中石油和中石化净

利润分别为

1138

亿元和

284

亿元，

2013

年

此项数据则分别为

1296

亿元和

672

亿元。

“两桶油”作为垄断国企显然没有“戴

帽”、退市之忧，政府补贴并非雪中送炭，

实乃锦上添花。 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

现，国企乃

A

股主力军，上市公司普遍获

得政府补贴， 反映的不过是一个普遍现

实。在调整产业结构导向之下，对中小企

业、 节能环保产业和高科技创新产业补

贴，民营企业固然能分一杯羹，但比之吃

肉的“两桶油”等国企，不过喝汤而已。还

必须指出，这些补贴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补贴，另外土地划拨、银行利息、能源价格

等无形的补贴更加触目惊心。

补贴国企被认为是双轨制的产物，在

经济转型中具有一定合理性。比如，经济

学家林毅夫就坚持认为，此过程中需要对

原来没有自生能力、违背比较优势的大型

国有企业给予必要保护和补贴。但是随着

改革深入，林毅夫也认为，绝大多数重工

业其实已经符合比较优势， 具有自生能

力，不再需要保护补贴，只要改善经营就

能获利。垄断地位造就的垄断暴利，并没

有带来造福民众的社会责任，反倒成为其

挟以自重、坐地起价的本钱。给它们补贴，

其实是对市场不平等竞争的“补贴”。要显

示深化国企改革的决心， 停止补贴国企，

请从“两桶油”开始。

14

日， 一则禁止全楼居民使用

wifi

的

微博成为热门话题，转发无数，连多家知

名媒体都纷纷转发。这次的“

wifi

辐射”微

博一经发表，就引发众网友吐槽，大多数

网友表示，没必要对

wifi

辐射大惊小怪，危

言耸听。

因担心

wifi

有辐射，影响已怀孕妻子

的健康，而整栋楼逐家逐户敲门，且不厌

其烦一天数次， 且非得进门来眼见为实

……此准爸爸的舐犊情深，固然可理解，

然而，如此风声鹤唳 ，让四邻不宁 ，很不

足取。

wifi

辐射究竟有无危害？ 专家表示，

wifi

其实与手机信号无本质区别， 都属微

波，不会影响身体健康。显然，此准爸爸对

wifi

可能带来的危害，太过敏感。而众网友

的纷纷吐槽， 明显是嘲笑对方少见多怪。

而在众微博推波助澜，众网友夸夸其谈的

背后，则是国民科学素养偏低，科普工作

亟待提升的严峻现实。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

显示，

2010

年， 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

公民比例为

3.27%

，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

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末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日前举办的一场

科普出版座谈会上， 一出版社编辑诉苦

说， 现在很难找到

60

岁以下的科普作者，

想出版一本像样的科普书籍，得找

60

岁以

上的老作者了。如此之下，也就不难理解

民众为何对“香蕉致癌”偏听偏从，对“柑

橘生虫”俯首听命，对“

PX

（对二甲苯）”望

文生义， 对福岛核事故后在我国引发的

“谣盐”信以为真了。

提升国人科学素养， 需双管齐下，多

措并举。一方面，要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

让终身学习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另一

方面，要重视并搞好科普工作。这既需要

专家、学者们有所担当，像当年华罗庚、茅

以升、竺可桢等人那样，能大材小用，敢小

题大做；又需政府方面在涉评聘标准等相

关政策上，能有所倾斜与矫正。同时，作为

传媒机构，为科普鼓与呼，给科普开绿灯，

也不可忽视。

男子“疑邻”，令微博红火，令众生捧

腹，同时也让科普“失色”。而这后者，才是

人们应认真对待，并加以努力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