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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监管齐发力才配得上消费者信任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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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茜 成都商报评论员

救灾管理精密度不能“发霉”

□

李迎春 成都

□

徐琼 成都

交警执法与市民闹纠纷， 脱衣骂

人被拍照发上网， 孰料这回交警反得

到网友广泛支持， 原因竟是他 “长得

帅 ”“腹肌好 ”。网友调侃 “要罚就罚他

公布

QQ

和电话”，甚至语出惊人“帅就

是正义”。

“帅就是正义”， 正经人士顿时感叹

“混淆是非”，批评年轻网民“重外貌不重

真理”。好在最新消息是，四川德阳市公

安局宣布将当事交警解职，表明了“帅

归帅，罚归罚”的立场。那些对于 “因帅

免罚”充满疑虑的公众可以放心了。

任何公共事件与话题，是非之辨当

然高于美丑之论。具体到交警脱衣骂人

事件，到底孰是熟非？

交警是民众日常最为多见的执法

者，容易与执法对象产生龃龉，因此也

最常被批评曝光。 警民摩擦究其原因，

固然跟交警执法不当甚至滥用职权有

关，但也不乏有人抗拒执法、蔑视警方

权威的因素。公众最为诟病者，莫过于

执法人员滥用职权，而这位德阳交警基

本还是个态度问题。当然，在执法过程

中情绪失控、擅脱警服，违背警风警纪，

受到处罚也是应该。在网友看来，当事

市民违法停车在先， 交警被骂失控在

后，不过是件普通纠纷，上升不到什么

“正义”高度。

既然不是什么苦大仇深的大是大

非问题，网民们娱乐一下也正常。尤其

在网络曝光频繁、“正义”近乎疲劳的当

下，“帅就是正义”， 流露出某种语言快

感，大可以看作对“正义”等等大词的意

义解构，一句戏言，不可当真。

认真说来，“正义”在“帅气”面前败

下阵来，并不稀奇。毕竟真相难得，而外

表好看；要说正义太沉重，只谈美貌却

轻松。最近的一例是美国“最帅囚犯”杰

里米·米克斯， 因为其 “入狱标准像太

帅”，引来世界各国女性网友点赞示爱，

哪管他是劣迹斑斑的黑帮重犯。看看这

些疯言疯语， “我已经爱上了这个罪

犯” “请将我们铐在一起”，当真是美色

当前，正义靠边。

即便这样“美得赢得了民心”，“最

帅囚犯” 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有趣的

是， 美国警方煞有介事地展示另一组

丑陋无比的囚犯像，似乎要以正视听，

戳破偶尔一个帅气囚犯带给公众的美

好幻象。

没办法， 被美貌吸引是人类与生

俱来的本能。 正是人们以貌取人的天

性，令坏人罪犯如杰里米，冲动粗暴如

这位年轻交警， 轻而易举获得公众同

情 。 尽管中国古语告诫 “人不可貌

相”，人们对他人的看法评判仍然难逃

外表影响 。有研究证明 ，在职场中 ，外

表的好看程度与升迁速度、 收入程度

成正比；在社会心理中，人们倾向于相

信漂亮的仪表堂堂的人， 认为他们更

加善良、诚实。

说到 “一脱成名 ”的年轻交警 ，千

万别把 “帅就是正义 ”当真 。真到危害

正义的地步 ，再帅都没用 。为何脱衣 ，

正像发贴人曝光所称，是“脱了衣服给

你打 ，不要工作了 ”，还是有顾忌这身

警服的意思， 此举在网友看来还算天

真 ，也因此多有理解 。但 ，警服一脱穿

不回 ，赢得网间 “帅气 ”名 ，不知这位

感觉值不值。

日前，有网友发帖称，在超强台风

“威马逊” 中受灾的海南省文昌市翁田

镇群众，收到了民政部门发送的发霉食

品。海南省民政厅厅长苗建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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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

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这一说

法， 并表示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并

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苗建忠说：“此次

事件实在令人痛心， 责任在民政厅，我

们向受害群众表示歉意。”

发霉面包事件让海南的救灾出师不

利， 饱受非议， 网上的批评很多含有情

绪。但反感归反感，事情终归要回到解决

问题的轨道上。发霉面包的出现，即便是

个案， 也很有力地说明了当地的救灾管

理还很粗放，有很多应当改善的地方。

霉面包的事实链条其实非常简单，

追查起来应该很容易，主要涉及三个环

节，一个是采购，二是收货，三是运输发

放。从目前的报道看，海南民政部门采

购到食品后，立即装箱运到灾区，运输

发放环节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

最大可能是采购和收货环节出了问题。

按通常的经验，采购环节出问题，有可

能与腐败相关， 这一点涉及违法犯罪。

收货环节出问题，一种可能是工作人员

责任心太差，根本没验货，或者时间太

急，忽略了验货；另一种可能是在救灾

物资的采购收货环节，缺乏详细的可监

控可操作的规范流程，以至于根本就没

有严格的验货程序。 如果是前一种可

能，说明工作状态出了问题，对上级而

言是管理不到位，对当事工作人员则是

失职。如果是后一种可能，说明当地目

前的救灾机制距离科学规范严格还差

很远，在细节上经不起推敲。

可见，发霉面包目前虽仅是个案，却

暴露了救灾各个环节可能的纰漏： 采购

环节可能的腐败、收货环节可能的失职、

各个环节相互衔接缺乏精细的监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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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发霉面包不是说收回销毁就能了

事，它对人心的伤害提醒有关部门，再发

生这样的事已是伤不起了。 而要杜绝这

类事件的再发生， 梳理救灾各个环节的

管理和衔接机制迫在眉睫。 其实只要态

度认真， 制度规范， 很多失误很容易避

免。如果发现了问题，只是单纯追责，平

息舆论，而不是堵住漏洞，在提高当地今

后救灾程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上下重

手，那就是回避问题，或避重就轻，不仅

是失职，而且是不称职和懒政。

对发霉面包事件也有一些混淆的

声音， 认为主要问题可能不在民政厅，

而在生产厂家。据报道，有关部门也正

在调查涉事企业。其实，这是两回事，企

业卖发霉食品不对，但民政部门买发霉

食品也大有问题。各是各的责任，不能

混淆，更不能只拿企业做“替罪羊”。

每一场灾害都在考验着我们救灾

管理的精密度，发霉面包事件说明我们

救灾管理的精密度还很不够。救灾这种

非常时刻，有时难免出错，但要保证不

出原则性错误。发霉面包虽未造成人员

伤亡等重大损失，但已触及了救灾品质

的底线。

近日，一段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

的场景成为网络热点———夜幕下的

路口， 一个男子看到一辆车开过来，

走过去顺势倒在前面，车子里边的女

司机， 不知是没看到人还是一紧张，

左右张望一番，直接压过去了……

网上一片叫好之声， 女司机这

一行为的确让许多饱受“碰瓷”威胁

的司机解气， 但毕竟涉及到一个人

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 必须回

归到法律层面来，分清是非，厘定责

任，从而规范各方行为。

从画面上看， 女司机很可能是

没有看到有人“碰瓷”倒地，才径直

蹍压过去。这种可能性较大，因为车

子本身是存在视觉盲区的， 其中以

车前立柱 “

A

柱 ”最为明显 。这种情

形下，女司机造成“碰瓷”死伤，是不

负任何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

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交通

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 机动

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还有一种可能，女司机是看到了

“碰瓷”者倒地，但一紧张还是蹍压了

过去。这种情况区分二种情形，一种

情形是，车子来不及停下来，蹍压是

一瞬间、连贯性的动作，这种死伤主

要是由“碰瓷”者故意行为导致，适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女司机不

负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第二种

情形是，如果女司机是看到了“碰瓷”

者倒地，但是因为心中害怕，一紧张

又加油蹍压了过去，就可能有民事赔

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的问题了，因

为女司机存在过失。至于具体承担多

大责任，需要交警结合当时情形和双

方过错，进行具体认定。

再有一种可能， 就是女司机是

看到了“碰瓷”者倒地，知道来者不

善，尽管车子已经停下来，但心中一

生气，故意加油蹍压过去，造成“碰

瓷 ”者死伤 。这种情形下 ，尽管 “碰

瓷”者过错在先，但女司机主观上存

在故意， 仍然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和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

不过，无论女司机是否要承担责

任，“碰瓷”者只要没有死，都要受到相

应处罚，因为“碰瓷”这种讹诈他人钱

财的行为，情节轻微就要受到治安拘

留的处罚，情节严重就可能追究刑事

责任。当然，为女司机叫好的看客们，

也不要盲目去效仿，如果真发现“碰

瓷”者，那还是赶紧打电话报警。

□

杨涛 江西

“碰瓷”遭碾

的法律分析

“帅就是正义”实乃一句戏言

从源头发端的“问题”，危害有多大，

从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影响可见。

当东方卫视曝光其存在大量采用回锅重

做、 更改保质期标印等手段加工过期劣

质肉类时，“中枪躺倒” 的企业竟遍布中

国的大街小巷，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

……诸多餐饮连锁企业牵涉其中， 几乎

囊括了中国消费者最耳熟能详的知名洋

品牌。

此时， 人们一定很容易联想到 “曾

经”。一个“三鹿奶粉”，将不少本土奶业

生产商拉入无底深渊。当然，不能说三鹿

奶粉殃及池鱼， 而是牵涉的国内奶业生

产商不争气， 遭此劫难是 “自作孽不可

恕”。今天，可能同样的问题又摆在眼前，

一个上海福喜，是否会如网友预言一样，

将带来洋快餐业在中国的滑铁卢？ 关键

不在于一个福喜集团能否扛下所有责

任， 而是这些洋外餐们是否真的经得起

检验，配得上消费者们的信赖。

在充斥媒体的信息中， 看得到福喜

集团的自责，一些知名企业的声明，一些

监管部门的应对， 却很少看到另一个与

此事件最为相关的群体———消费者内心

深处的想法。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存在，

而且实际上他们更能决定这些企业甚至

这个行业未来的生死存亡。所以，只有站

在消费者的角度来反思和处理此次事

件， 才可能在这场已经出现的信任危机

中找准“病根”。

我们很清楚， 在中国本土企业深陷

消费信任泥淖时， 洋外餐们之所以还能

被信任， 是消费者在监管并不那么健全

的现实下， 对这些在全世界拥有声誉的

企业自我管理的信任。可现在看来，这个

被寄予厚望的“自我管理”，并不如想象

中那么可靠。 那些号称从源头开始负责

的企业， 对供应商长期的违法行为竟毫

无掌控。 而他们所标榜的产品质量保证

体系，既然不能“保证”一个上海福喜，又

何以能保证其他“供应商”循规蹈距———

这，恐怕才是消费者最大的担忧。

在洋快餐遭受质疑的同时， 监管责

任也成为众矢之的。某几个记者

,

对一个

行业某个企业偶然的“卧底”，就曝光了

一个如此严重的问题，那反过来看，那些

对这个行业、这家企业负有不可推卸的、

专职的、长期的监管责任的相关部门，何

以数年如一日“监管失误”？这样的失误，

绝非意外。 在食品安全卫生问题高发的

当下， 除了要让那些问题企业和相关责

任人受到惩罚之外， 相关监管者也需要

被追究责任， 这样才能以让整个行业产

生应有的敬畏。否则，就可能生成被纵容

的制度环境，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

果，甚至带来一些企业和行业的沦陷。

“上海福喜 ”事件是否会再次成为

一个行业的滑铁卢，取决于这次事件的

处理是否真正在乎消费者的意愿。相关

企业为此出代价是必不可少，受到伤害

的消费者得到赔偿也是理所应当，相关

监管机构也需要深刻反省、 查漏补缺，

乃至严厉问责 。毕竟 ，内外监管能否真

正发挥作用，才是能否重拾消费者信任

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