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醒来被李彦宏“玩弄”了一把，以

为他豪掷

200

亿真的是种可以吃的糯米，

一时间百感交集：感觉中国农业真的有希

望了，感觉有钱人杠杠地开始有了回馈社

会的使命感……可新闻读完才发现又中

了“标题党”的计，

200

亿只不过是投入业

已血雨腥风的百团大战，是对团购网站的

业务投资。

李彦宏花自己的钱， 投自己的资，没

有违法，没有失德，当然毫无问题。但作为

一个普通人， 如果李彦宏有什么值得期

待，一定不是泛滥的团购，而是种米，或者

做其他各种各样能够让人脚踏实食用、使

用， 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好产品，

说白了，就是

O2O

中的后面一个

O

，没有

这个

O

，虚拟世界永远是虚拟世界，互联

网也永远承担今日之担当。但是，现在又

有谁真的在乎线下这个

O

的真相呢。

任何时代的商业领袖，都必然万众期

待，也理应肩负社会使命，因为能力财富

地位信誉，使他们成为少数可以改变这个

社会生态， 并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

人。互联网催生了很多商界传奇，但在所

有的行业都热衷于被互联网

+

的时候，这

些行业的实际产品内容，却远没有被互联

网彻底撼动，甚至变化极少。

马云的阿里巴巴， 成全了千千万万的

中小企业和个体创业， 但却没能改变中小

企业产品依然大量属于低端廉价的中国制

造现实；李彦宏即将举

200

亿投入参与打水

漂的团购战场，纵然也宣告了很多非同凡

响的企图，但又如何能改变那些团购商户

们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不使用地沟油降

低成本，不使用假有机假生态蒙骗消费者

的残酷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靠普通消费

者无法鉴别的内容，就算互联网宣称把选

择权交给了消费者， 但无法辨别之人如何

能正确选择，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互联网

+

得

够不够， 而是那些被互联网

+

的产品，究

竟合不合格，优不优秀。任何事物都有利

弊，互联网的基因，会使好人更好，也可能

让坏人更坏，隐藏在一切技术可控的真假

信息之下的，并不一定都是如马云李彦宏

等尚且顾惜声名之人，还有很多急功近利

的投机者。

万物归宗，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回溯到

产品源头，发现那才是

O2O

的根本。如果我

们现在过度迷信互联网

+

的功效，就可能导

致原本乏力的实业革新步伐被大大延缓，

可能使那些早就千疮百孔的问题被暂时掩

盖，而我们，将因此错失很多良机。

终有一天， 互联网的热潮会过去，当

O2O

成为常态，当互联网

+

稀松寻常，人们

最终稀缺的，依然稀缺：没有安全的米，没

有安全的水，没有安全的空气，没有安全

的生活，没有愿意消费的内容，又拿什么

来继续李彦宏等许下的这些宏图伟愿呢。

交通运输部

6

月

30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 ，

2014

年全国收费公路亏损

1571.1

亿

元。 这一数字比

2013

年翻了约

2.4

倍。而

分省份看，除西藏、海南两省区没有收

费公路外，其他

29

个省区市中 ，有

25

个

省份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 仅安徽、广

东、浙江、上海四地出现盈余。

面对巨大的债务和资金缺口压力，

人们关心的是未来收费公路特别是高

速公路的改革走向。本来 ，逐步减少收

费公路，可谓民意所指、众望所归，相关

部门也曾经做出过积极响应，但收费公

路亏损的现实似乎又有扭曲这种改革

走向的可能 。 按交通运输部官员的说

法，仅仅依靠公共财政难以满足庞大的

资金需求，继续坚持收费公路政策既是

客观需要，也是现实之举。

意思很明白： 账本都在这里了，修

路的任务很重，效益又入不敷出 ，收费

政策还得继续。 看起来理由很充分，然

而，这本账却很令人怀疑 ，因为它既是

一本糊涂账，又是一本片面账。

说它是糊涂账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方面， 是将部分高速公司的暴利和全

国收费公路的亏损混为一谈。统计显示，

19

家

A

股上市的高速公司， 去年前三季

度整体营业毛利率达到

51.82%

， 营业净

利率为

31.6%

，犹如“现金奶牛”。当然上

市高速公司， 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车流

量大的优质资源， 其他更多的收费公路

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但路又不得不修，

于是亏损严重。但这两者应该一分为二，

不能让后者为前者的暴利背书。毕竟，前

者的暴利，进入的是公司和私人腰包，并

不会成为全国修路的资金来源。

另一方面，是很多收费公路的成本

收益账，并不公开透明，跑冒滴漏太多，

更别说作为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

一直饱受诟病。没有人知道，

2014

年全国

收费公路亏损

1571.1

亿元， 其中有多少

是无谓的成本损失；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样的成本损失往往会成为一些公路

延长收费的理由。

说它是一本片面账，是指把收费公

路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商品来对待，忘记

其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现有收费公路

的大部分支出是刚性的 ，债要还 ，路要

养，所以就要让车主来买单，弥补亏欠，

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遵循的是谁使用

谁付费的市场原则； 然而为什么修路，

可不只是让车辆通行这么简单，它背后

还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形成统一大市

场等难以估值的正外部性。为什么有些

公路亏损也要修，就是这个道理。因此，

就不能目光狭隘地只算收费公路本身

的经济账，而不算公共利益的大账。

现在的问题是，收费公路本身的小

账算不清， 公共利益的大账不去算，然

后惊呼亏损严重，并拿来作为制定收费

政策依据。这就缺乏说服力。毕竟，收费

公路亏损不是雁过拔毛的理由。

责编 朱达志 美编 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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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文化真可怕”

不足以解释农妇之死

200亿种“米”，不如200亿种米

家长坐地起价诈奖学金

核心

提示

由于北大、清华两校之间对高分

考生的拼抢，也引发了考生、家长的

一些不正常做法。据某校招生组一位

人士介绍，一名考生家长得到北大承

诺，可得

2.5

万元奖学金，转身就以此

向清华要价，得到

4

万元的许诺，然后

又转头跟北大说 “清华承诺我们

4

万

了，你们看着办”。如此循环往复，直

到把孩子“卖出”一个满意的价格。不

知道这样的家长究竟要言传身教孩

子一些什么“道理”！这样的“精明”对

孩子的成长绝对是有害无益。

图据

CFP

河南禹州

58

岁农妇蒋玉玲死了，她被

发现在派出所院内自缢。此前，因儿子闫

智勇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蒋玉玲被家

人送到派出所，连续

4

天吃住在派出所，要

求释放其子。

农妇、派出所、自缢，三个关键词相加，

很容易让人嗅到冤情加苦情的意味。 但此

次不然， 闫智勇每百毫升血中乙醇含量

139.264

毫克，超过醉驾认定标准（达到或

超过

80mg/100ml

）。刑拘闫合法合理合情。

近年醉驾入刑早已深入人心，一些网

友很快将蒋玉玲扫入 “没文化真可怕”的

历史垃圾堆。 从维护法律威严角度看，那

样的无赖手段并不应该奏效，以此抗法绝

不可行，以此维权哪怕是申冤，也不可取。

但蒋玉玲竟然真的自缢在派出所了。

醉酒驾驶即使被控危险驾驶罪， 将面临

“处拘役并处罚金”，也就是

1

个月到

6

个月

的失去自由， 相对于如此轻微的后果而

言， 蒋玉玲以死相拼的代价未免太大。是

什么让这位母亲陷入绝望？

改变不了儿子的命运是蒋玉玲的第

一重绝望。 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曾经表

示， 并非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

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注意刑事责任与行

政处罚的衔接。闫驾驶的是摩托车，并未

造成交通事故，事发地点又在乡村……似

乎并无严重情节。这从警方以“闫智勇涉

嫌危险驾驶，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将其取

保候审可以印证。可惜，蒋玉玲生前没能

找到这个拯救儿子的合法路径。

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是蒋玉玲的第二

重绝望。从“体弱多病，有高血压、脑梗塞、

中风病史，且行走不便”的描述来看，身有

残疾的她被丈夫两次送到派出所， 显然成

了与警方博弈的“筹码”。而对蒋玉玲而言，

儿子一天不出来，她自己也出不了派出所。

对于那些缺乏个体尊严的人，“有没

有文化”的评判太过轻浮。为了能申请到

每月

100

余元的农村低保， 湖南武冈市晏

田乡农妇、半身瘫痪的邓元姣被丈夫艾绍

金“放赖”弃留于乡政府，

70

多个小时后在

乡政府办公室摔倒身亡。

如果继续放任强行放赖行为，甚至将

事实上的被遗弃者当作耍赖而不加辨别，

邓元蛟、蒋玉玲们的悲剧不会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