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 02
2013 . 10 . 24 星期四
编辑/于海霞 组版/房超A

新闻：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就调
控房价提出16字方针，其中“处罚空
房”，即“可以向德国学，闲置7年，收
归地方政府所有”。此言一出，有德
国网友却辟谣，说这所谓的“德国做
法”没依据。(据《新京报》)

点评：言必称希腊嘛，管它是真
希腊还是假希腊，反正拿出来吓唬
崇洋媚外的中国老百姓就对了。

新闻：从23日开幕的西博会上获
悉，七星能源投资集团将投资10亿，按
1：1在四川大英县建造泰坦尼克号，并
将其打造成四川的一个旅游新坐标。
(据《华西都市报》)

点评：企业造，个人行为，无可非
议。只是这些钱不知道能建多少希望
小学，拿出钱多做点公益吧。

新闻：沈阳市民陈静去银行存
钱，不小心把9000元存到刚刚去世
的父亲名下一张未激活的卡里，取
不出来了。陈静跑了一个多月，拿出
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6份死亡
证明，仍无法证明自己有资格取这
笔钱。(据《辽沈晚报》)

点评：银行说：叫本人来取。呵
呵，呆板的程序，不仅反映冷漠的人
际关系，也反映“侵占”这种黑色欲
望被格式化在各种程序之中。根源
还在人心净土被污染至深。

狙击腔

你说吧

一家言

近日，沈阳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的经济困难生们要通过“比穷
演讲”竞选助学金名额，在众目睽
睽之下把贫困家境和盘托出。这
种“自揭伤疤”式的演讲，不仅严
重伤害了贫困生的隐私权，更是
对其尊严的漠视。

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经济受
助者心态敏感且脆弱，时常处于既
自尊又自卑的双重心态，他们的精
神需求和情感需求往往比经济需求
更为迫切。 ——— 邝西曦(媒体人)

10月23日A9版《3000：1“国考”
俩岗位可真热》，公务员考试不知从
何时起被定义成“国考”，夸大了它
的影响力。 ——— 高富贵(读者)

10月23日A15版《配套学校不
见影 业主空等十年》，济南有多少
这样的烂尾楼，相关部门就不该去
管管吗？老百姓的钱挣得也不容易
呀！ ——— 王青(读者)

“法学博士后”季建业尴尬了谁

《成都商报》：季建业“痴迷”学术，
“醉心”法学，一路读到博士后，“好学”
精神非常人所能比拟。遗憾的是，苏大
法学院没有教好自己的学生，人大法学
院没有培养好自己的“研究人员”。在长
达十几年时间里，这样的经历不但没有
帮助季建业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法学院
反而被季建业一步步攻陷。

权力与学术之间的资源置换并
不罕见，但不管其他学院如何，法学
院尤其不能这么干。法学院不能守住
学术的底线，法学的学术头衔可以交
换，甚至私相授受，也就击穿了法律
应该被信仰的底线。

《广州日报》：“中国最大的博士群
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纪宝成
先生在一个高等教育论坛上说过这样
一句话。一个巴掌拍不响，“官博”汪洋
泛滥，高校“礼贤下士”与教授“爱才如
命”难脱干系。

在行政主导的语境下，资源几乎
都攥在行政官员手中，主要靠公共投
入的高校，有时也不得不为了五斗米
折腰，“靠山吃山”用文凭向行政权力
反向寻租。教授亦然，除了招几个“顶
戴花翎”的“门生”可以光耀门庭，恐怕
利益才是内在驱动力。傍官就是傍钱，
何况对方还对自己执弟子礼？

《新京报》：季建业在任上的实
际作为，与其头顶的“法学专家”光环
所存在的巨大落差，说明其学位证书
与学术头衔存在大量水分，更表明其
本人缺乏法律人的职业素养。

季建业的落马和他此前的学术
不端行为的曝光一定让一些人士和
机构感到尴尬。然而，如果有关的高
校和人员在季氏追逐“学术”身份的
过程中与其存在利益交换，那就必须
启动相应的行政问责。季建业案照出
了当下扭曲的权力生态和失范的学
术风纪。高校也好，学术也罢，如何在
权力面前卓然自处，值得深思。

点点评
随着季建业被调查，大家看到了其另一面——— 身为苏州大学校董，却在该大学读博

士；博士论文被指抄袭，答辩时本人未到场。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法学博士后“研究”，
该校法学院又和南京市政府进行项目合作，季建业正是课题项目负责人。

8个孩子养不了老娘，问题在哪

红头文派烟病根不在公安县

以行政手段干预烟酒的销售和消费在当地早已植入“官心”，并且

根深蒂固。其背后驱动力无非是利益。 ——— 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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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家
近年来，针对非法行医一直

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但仍有不少
非法行医者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段
逃避打击；一些黑诊所周边的群
众常常被他们的招数所蒙蔽，在
执法人员取缔黑诊所时还极力为
非法行医者争辩。

“其实，这些所谓的‘一针
灵’大夫，很多都是没有资质的
假大夫，他们经常‘小病大治’，
给患者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或
激素。有些完全可以自愈的疾病
也使用大量药物。”卫监执法人
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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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希平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多少人心中
一生的遗憾。可22日章丘市普集镇普西村
发生了“亲待养而子不待见”的一幕：92岁
的王奶奶膝下有5儿3女，就因为几个子女
在赡养问题上互相攀比、斗气，导致老人
两天没有吃东西，爬出家门爬到村委会求
助。(相关报道见今日A14版)

8个孩子竟然养不了老母亲，这话

说出来有些让人难以相信。王奶奶的5
儿3女也都当上了爷爷奶奶，膝下也是
儿孙满堂。或许年纪大了，失去了经济
来源，加上身体也不如从前，在养老问
题上，他们总是互相攀比，从而上演了
一出现代版“墙头记”。

尊老、敬老、爱老，历来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
子女在赡养问题上因为攀比让孝心大
打折扣。子女多，对赡养意见不一致，

有的是为老人平时在哪家生活，有的
是为每人赡养的份额，有的则是互相
比较赡养费出的多少，为此而产生矛
盾。很多老年人年老体衰或生病，特别
是一些久病卧床的老人，有的子女则
认为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医疗费
的承担、谁来服侍等问题斤斤计较。

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儿女没有
任何理由和借口不去履行。

我们期盼，墙头记不再重演！

□评论员 边良

央视日前报道称，湖北荆州市公
安县政府不久前下发红头文件，要求
各乡镇销售一定数量的卷烟和酒，部
分乡镇向村干部摊派任务销售烟酒。
当地村干部说，每年都被县里摊派烟
酒去卖，销售烟酒的成绩直接与工资
挂钩，卖得差的甚至被撤职。有人只好
花钱请人帮卖，而花的钱最后基本由
村财政买单。(相关报道见今日A28版)

如此摊派，是拿红头文件当儿戏。
不过，公安县管烟草销售的副县长却
称，这么做是为遏制非正规渠道烟酒
的销售。理由堂而皇之，为何曝光后改
口称“迅速整改”？事实上，公安县出台
派烟红头文在荆州市不是独一份，更
不是头一回。此次“知错就改”能够立

地成佛吗？
早在2007年，荆州市下

辖的一些县市就纷纷出台
摊派公务用烟的红头文件。
当时还盛行一句顺口溜：

“最好不吸烟，吸烟就吸省
产烟”。据报道，荆州地区诸
县财政并不丰裕，而烟草税收在各县
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派烟红头文不过
是当地政府为了对抗外省产香烟、进
行地方保护的贸易壁垒。

如果说公务接待公款抽烟是潜规
则，那么，用红头文件摊派香烟指标就
是将潜规则公开化，直接站上了权力
的前台。

据了解，当地的派烟红头文经媒
体曝光相继喊停，至少官方的回应如
此，但也有漏网之鱼。公安县即为此

例，而且“发扬光大”。他们不
仅分解下达售烟指标，还将
本地产的白酒搭车摊派。这
是在上行下效基础上的“私
货”夹带。

2009年，公安县就曾因
为派烟红头文被卷入舆论漩

涡。有外地媒体前往采访时，荆州市某
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出了这样的话：这
个事情，你不去碰它，就没有什么；你
要是去碰它，那就是大事。而早前荆州
市“百官倡烟”，一度要求党员干部对
抽烟的个人口感和爱好应服从统一安
排。在公安县政府网站上，更有县领导
曾强调，抽外省产卷烟就是“不讲政
治，不讲纪律，在认识上不能与县委、
县政府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

翻一翻这些旧账的意思，无非是

想说明一件事：以行政手段干预烟酒
的销售和消费在当地早已植入“官
心”，并且根深蒂固。其背后驱动力无
非是利益，正因为如此，它会漫如春
草，年年生发；也正因为如此，面对公
安县的派烟红头文，上级有关部门多
年来视而不见、不闻不问。

上下同心，其利断金。遗憾的是，
派烟红头文给公众的是反面典型。经
央视曝光后，公安县拿出了整改的姿
态，但干部思想认识上的彻底转变仍
然存疑。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公
众当然不会天真地相信央视的一则报
道会有如此魔力，严肃党风政纪还得
严肃问责，做到违纪必究，而且一追到
底，直捣病根。否则，派烟红头文还会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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