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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规定不是“带病复出”的充分条件

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保健
费，曾经成为整整一代人的家
庭记忆。但是，从1982年起对独
生子女家庭实行的这一奖励政
策，32年来很多省份几乎没有
什么变化。

5到10元的独生子女奖励，
在目前物价水平下，几乎可以
忽略。是否干脆取消？抑或存
留？已成为一个现实的尴尬问
题。 新华社发

没“涨”个

□岳乾

有媒体报道，2008年以来，85名被
免 职 官 员 中 ，2 9 人 起 复 ，占 比 达
34 . 12%。如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
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
率高达50%。有专家表示，免职官员复
出并未违反规定，合乎程序。

诚然，这些复出的免职官员，多是
因突发事件而被免职者，其本人或许
并没有太大的过错责任，其复出也合
乎程序。然而，因突发事件免职，本身
即是对政府机关及监管者失职的惩
戒，是对正义的兑现，也是对受伤害者
心灵的抚慰。而复出虽符合规定，但并

非合乎正义。
正义有两种形态，程序正义和实

质正义。前者乃是指符合法定的程序，
符合既定的规章。而后者，乃是指从公
众感受度及社会承受度上来看，满足
了公众对于公序良俗的期待。前者关
乎法律制度，后者关乎心灵。而免职官
员的复出所伤害的，乃是后者。

也许在某些官员看来，在突发事
件中被免职者并没有多大的过错，其
所以被免职也仅仅是被“牵连”，是抚
慰社会伤痛的权宜之计；时过境迁，伤
痛平复，被免职者重新上马也无伤大
雅。但是，在诸多的突发事件中，相关
政府机关及监管者，或因监管失职，或
因行政不作为，或因业务能力欠缺，与
突发事件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
使被罢免者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其
作为领导者所应担负的间接领导责任
也是不可推卸的，这就是“引咎辞职”
的法理渊源。罢免或引咎辞职既是对

其应予偿付的责任的兑现，也是对受
伤害者心灵的抚慰，是对社会期待的
回应，是对正义的兑现。

然而，被免职者的“带病起复”却
打破了这一责任与惩戒对应的链条，
伤害了公众的期待。更有甚者，某些免
职官员复出之后不降反升，原本作为
惩戒手段的免职成了升职的“跳板”，而
免职时间也成了当事官员一个较长的休
假而已。如此免职与复出，受益的，是一
两个复出的官员或一两个部门，而受害
的，乃是国家律令规章的威严，是公权力
的公信力，是本已兑现的正义。

而此类“带病起复”往往是在暗中
进行，更让公众对其内在的利益关系
生疑。

为今之计，一是在既有程序的范
围内杜绝责任官员复出，二是对现有
的制度程序予以调整，关闭“带病”官
员复出之门，以维护公权力公信力，回
应公众的期待，守住正义的底线。

新闻：美国研究者证实吃东西上瘾是精神疾病，而且
会让人变笨。（据《扬子晚报》）

点评：这算是“饭桶”的科学解释？
新闻：为抢68岁大爷当舞伴，宁波两位五旬大妈滚地

厮打。（据《钱江晚报》）
点评：有广场舞的地方就会有江湖。
新闻：深圳劫匪自带POS机逼女子刷卡，得手后打欠

条。（据《羊城晚报》）
点评：下一步是不是要扫二维码支付了？

新闻：演员高虎因吸毒被抓，曾饰《天龙八部》虚竹。
（综合）

点评：《监狱风云》的演员阵容越来越强大了，开机吧，
别再拉演员参演了。

新闻：深圳女子放生五步蛇等毒蛇，称为积德。（据《南
方都市报》）

点评：如果蛇咬了人，这还是积德吗？
新闻：印度学生拦火车示威，要求取消“国考”。（综合）
点评：买票才能进站是多么必要。

微评论

12日早晨，笔者看到吴家堡为
民服务中心楼前道路上的一个下水
道井盖子被过往车辆碾轧得破损歪
斜了，露出了挺深的下水道，行人不
注意就会迈进去。

由于济齐路上的铁道涵洞正在
进行加宽工程，吴家堡一带的济齐
路封闭，服务中心附近的这条不宽
的道路就成了进出西吴家堡村等的
必经之路，平时来往车辆行人很多，
早晚上下班时间甚至会出现交通拥
堵；挨着服务中心还有一家幼儿园，
这就隐藏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
有关部门抓紧更换井盖子。

——— 陶玉山（读者）

点点评

一家言

“替父道歉”的逆向教育令人欣慰

8月12日A14版《平均每天47辆
车拒让行人被拍》，其实这只是省城
交通秩序不尽如人意的一个缩影，
像“霸道车”、“英雄车”比比皆是，更
有高音的喇叭声、刺眼的氙气大灯
等等。另外，作为行人也有反思的地
方，例如闯红灯、乱穿马路等。交通
秩序不理想，根本原因还是部分交
通参与者的守法意识不强，缺乏对
他人最起码的尊重。以笔者之见，一
是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违法者处罚的
力度和效率；二是以多种形式培育
交通参与者良好的社会品格，形成
彼此互相尊重的社会氛围。

——— 百合（读者）
司机在斑马线让路，但是跟随

其后的汽车却不停鸣笛催促。为什
么总是出现这样不和谐的细节？归
根结底，还是源于对交通法规的漫
不经心，还是没有把法规尤其是处
罚落实。 ——— 杨文生（读者）

你说吧

□堂吉伟德

“回过头想想，我们确实都太冲动
了。”11日，家住江岸区袁家社区、30岁
的张女士说，为了餐厅的座位大打出
手，实在是太不值得，幸好小女孩站出
来化解了这场风波。张女士软下心来，
对小女孩说：“阿姨不告你爸爸了。”最
后，男子也递上自己的名片，称看病的
账单可以找他报销。

一个座位引发的冲突，由语言到
肢体而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两个人都
受到了轻伤。在“易怒的中国人”的整体
环境下，矛盾的导火索还是属于“公德缺

失”，没有了谦让精神，也没有的规则意
识，才会“利己之下”而采取了过激的行
为。在此情形下，唯有知错能改主动担
责，才能大事化小回归理性，否则就可能
导致事态升级，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好在一个小女孩在此时站了出来，
通过自己“替父道歉”的行为举动，给双
方都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并通过行
为导向让成人心生耻感，意识到自己的
不对，最终冲动消失而理智回归。

大人本是孩子的榜样和导师，结果
却在失控的行为下，由孩子进行了一场
反向教育。事情最终得到圆满解决，逆向
教育固然令人蒙羞，但小女孩子的行为

表现，却又不免令人倍感欣喜。
一者，小女孩子的表现说明，即便

社会处于功利而浮躁的大环境，利己
主义泛滥成灾，但孩子还依然保有最
基本的道德感，不但能辨别是非，还能
在关键时刻有所担当，足以证明教育
在其间发挥了作用，对孩子的人格塑
造，是非评判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二者，反向教育又从另一个侧面说
明，对于孩子的教育既关系到孩子的成
长，也能对教育者本身的行为产生影响，
并通过逆向教育来强化对整个社会的教
育。因而，如何让孩子“免受干扰的成
长”，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课题。

刚落马的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
武长顺居然是个“发明家”，他在任
上时申请了35项专利，其中34项与
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1999年后，武
长顺部分专利被大规模用于天津的
交通领域，他获利甚丰。

钱江晚报：作为腐败新变种的
“专利腐败”，在武长顺身上有了最
突出的佐证。看到天津已有721个道
路交口安装使用武长顺领衔发明的

“99型整屏分段交通信号灯”的报道
时，许多人明白了“技术型官员”“研
究型官员”存在的真正缘由。

北京青年报：公安局长的“专
利”其实不是一种技术发明，而是通
过权力保障而获取的一种“专有利
润”，是由一套权力独断、暗箱操作
机制带来的“特权利益”。公安局长
以“专利”为掩护，以权力为保障，赚
取巨额的“专有利润”、“特权利益”，
堪称权力腐败的典型样式。

公安局长“专利”

暴露腐败新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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