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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童

6月7日，仅有20名“粉丝”的刘伟
凭着臆想在微博爆料：“余慈两地梅农
在种植过程中，给杨梅打了膨大剂。 ”
孰料，由于涉及食品安全，这则微博经
过传统媒体报道和网媒转载之后，浙
江余姚和慈溪杨梅的声誉一度受到威
胁。 如今，“杨梅喷洒膨大剂”已被证实
纯属谣言， 始作俑者更是流泪向公众
致歉。 （6月14日新华社）

对受众和消费者来说，这是虚惊
一场的“食品安全风波”；对辛苦劳作
的果农而言，这是有惊无险的一次市

场波折 ，不难想象 ，倘若这则谣言出
现于当地杨梅集中上市的时候，后果
将不堪设想；对于全社会而言，“杨梅
谣言 ”的速传速灭 ，为将来防范和应
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首先， 这次 “杨梅谣言” 从风起
于青萍之末 ， 到 刚 刚 形 成 一 定 的
“舆论裂变” 之势， 浙江相关部门便
迅速闻 “风 ” 而动 ， 予以高度重视
和实质应对 。 省农业厅紧急组织专
家到余姚 、 慈溪调查 ， 对杨梅样品
进行第三方随机检测 ， 验证了两地
杨梅并没有喷洒膨大剂 ； 同时 ， 专
家还着重宣传了杨梅不具有使用膨

大剂条件的科普知识 。 这种 “第一
现场” 的出击以及 “第一时间” 的辟
谣 ， 对破除谣言和稳定民心 ， 具有
无可替代的 “第一作用”。

“杨梅谣言” 的速传速灭， 固然
得益于业内专家的极速检测与“实话
实说”， 其实也表明了公众对无端传
谣的谨慎应对。 近些年来，一则谣言
损害一项产业 、 伤害一个群体的事
例 ，时有所闻 ：去年海南香蕉的突然
“失宠”缘于此因，“西瓜打针”的谣言，
同样让各地瓜农们闻之胆寒……类
似的谣传与伤害看得多了，越来越多
的公众也就初步具备了质疑谣言的

本能与自觉。所以，“杨梅谣言”戛然而
止， 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社会 “拒谣心
态”的日趋成熟。

“杨梅谣言”速传速灭，虽然还谈
不上具备 “教科书” 式的参考借鉴价
值，但无疑为防谣、辟谣及灭谣，提供
了不少有益的启迪。 事实上，谣言、谣
传往往具有“从网上来”的特性，有关
部门和机构须采取“从网上去”的策略
直接应对和干预。 鉴于谣言“虚、浮、
假 ”的特征 ，只要善于及时采取 “稳 、
准、实”的对策，哪怕谣言伪装得再逼
真，谣传虚构得再传神，相信终会被科
学精神打回原形。

李英锋

6月13日上午，84岁高龄的吉林
长春市民王先生乘坐 88路公交车
时，一名73岁的老人为其让座，并笑
称“你比我大10多岁，我给你让座是
正常的”。 随后，司机在车厢里播放
歌曲《黄玫瑰 》，对让座老人表示感
谢，同时“希望所有乘客都快乐”。 （6
月15日《新文化报》）

73岁的老人， 本该享受年轻人
让座的 “福利 ”，却给比他年龄更大
的老人让了座， 这一幕实在让人有
些意外，也让人五味杂陈。

原来，车内坐着不少年轻人，女
司机也曾多次提醒乘客给84岁的王
先生让座，但无人响应，敬老的道德
一度陷入了沉默，场面很尴尬。 就在
这时，一位73岁的老人打破尴尬，起
身让座，做了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
让耄耋老人赖以慰藉的是一位古稀
老人。 这样的场面折射出年轻乘客
的冷漠、迟钝和责任的缺失。

老人给老人让座的行为， 更多
的 是 感 动 ， 一 句 平 实 普 通 的 话
语———“你比我大10多岁，我给你让
座是正常的 ”， 一次自然简单的行

动，诠释了敬老爱老的真谛，诠释了
文明乘车的准则， 释放了人性的善
和美。

令人欣慰的是，得知让座老人的
年龄后，车上的几个小伙子知耻而后
行，马上给让座的老人让座，老人又
坐在了应该坐的位置，敬老的道德和
乘车的文明也恢复了正常的状态。显
然，让座老人释放了一股“正能量”，
教育感召了身边的人。当车厢内响起
《黄玫瑰》这首歌，当女司机告诉全体
乘客“这首歌是献给刚才让座那位老
人的，谢谢他支持我的工作，也希望
所有乘客都快乐”，乘客们纷纷道谢。
正是因为让座老人的举动，让车上的
每一名乘客都实现了道德的升华，都
吸取了一些敬老爱老的“正能量”。

老人为老人让座看似小事 ，却
是一堂生动的 “敬老示范课 ”，蕴藏
着深刻的主题： 敬老应该成为一次
次及时的具体行动， 一种发自内心
的道德自觉。 这种道德自觉，是社会
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

古人云 ： “老吾老 ， 以及人之
老。 ”换句流行的话说，尊爱老人，就
是尊重善待自己的未来。

徐志翔

6月16日 ， 北京市首批试点的
2000辆公共自行车分别在东城、朝阳
两区投入使用。 租车1小时内免费，之
后每小时收费1元， 每日累计收费不
超过10元， 连续租用不超过3日。 目
前， 由于初期运营阶段车辆投入有
限，租车办卡者需持有北京市二代居
民身份证。 （6月17日《新京报》）

北京是首都，发生在那里的新闻
自然享有更高的关注度。 “扫描”新闻
后，仿佛泼了盆凉水，原来北京自行
车租赁走的是“本地化”，与外埠人没
有什么关系。

严格地说，北京自行车租赁方案
重视了本阜市民的“最后一公里”，却
忽视了那些来京临时务工人员、游客
的“十公里”。 1公里与10公里相比，谁
更需要单车租赁？ 同样，这份方案缺
少全局思维，说得严重一点 ，存在着
户籍歧视的嫌疑。 现在，不少城市都
有自行车租赁，比如杭州的自行车租
赁， 不分本地市民还是外地市民，只
要持有效身份证， 交足押金就行，并
没有将外地人排斥在外。

北京人口流动量大， 自行车租赁
推行“全国粮票”，一时也许有些难度。
但仅凭流动人口基数大， 就把外地人
拒之门外，显然是本末倒置，不能不让

外地人感到北京的“小家子气”。
值得一提的是， 城市便民服务上

内外有别， 搞 “本地化” 的事还真不
少———图书馆办阅览证要有本地身份
证，老人公园免费游要本地老人证，孩
子上学、入托要本地户籍证明等等，这
些人为的壁垒，就像一道栅栏，把那些
该得到便民服务的人挡在门外。

也许， 北京市相关部门预料到自
行车租赁 “本地化” 可能带来社会反
响，所以，负责东城、朝阳公租自行车
的两家运营商表示， 随着车辆投放的
增多， 覆盖面也会逐步扩大至外地在
京居住人员、外来游客等对象。

既然预料到了问题的存在，为什
么还要在需要公共服务的人群中，生
生扯开一道“本地人 ”与 “外地人 ”的
鸿沟？

马子博

6月11日，长沙某小学六 (三 )班
的小廖与副校长陈某发生冲突 ，致
廖的手臂和手掌多处受伤。 廖和多
位同班同学均称， 副校长抓廖的手
往玻璃上 “擂 ”，致碎玻璃划伤廖的
手臂。 不过，这位副校长说，她对这
次事件 “问心无愧 ”，且廖动手打了
她一耳光。 （6月16日《华声在线》）

学生竟敢出手殴打老师， 不禁让
人闻之愕然！ 在崇尚“尊师重教”的国
度里，师道尊严受到如此挑战，教育的
尴尬显露无遗。但看完整个报道，笔者
认为， 错责似乎不应归咎于学生。 因
为，没有宽容的教育，谈何“尊严”？

谈到这里， 让人不禁想起著名
教育家陶行知“发糖”的故事———一
次， 当小学校长的陶行知看到一名
男生用砖头砸同学，遂将其制止，并
让他到办公室等候。 陶回到办公室，
见男生已在等候。 陶便掏出一块糖
递给他：“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比
我按时到了。 ”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

他：“这是奖励给你的。 我不让你打
同学， 你立即住手了， 说明很尊重
我。 ”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 陶
又说：“你打同学是因为他们欺负女
生，说明你有正义感。 ”陶遂掏出第
三块糖给他。 这时男生哭了：“校长，
我错了。 同学再不对，我也不应采取
这种方式。 ”陶又掏出第四块糖说：
“你已认错 ，再奖励你一块 ，我们的
谈话也该结束了。 ”

面对犯错误的学生，陶先生“反
其道而行”，充分体现了对学生人格
的尊重。 没有批评，没有斥责，没有
让学生写一份检查， 更没有唤其家
长来校 “共同教育 ”，却产生了理想
的教育效果。 联想起近几年上演的
校园悲剧， 哪一幕不是与此教育方
式不当有关？

对于成长道路上的学生来说，有
意或无意犯下一些错误属于正常现
象。 因此，在考虑如何处理“打乱课堂
教学秩序”的廖学生时，陈副校长如能
懂得陶先生“发糖教育法”的道理，或
许就不会挨学生的那一记耳光了。

日前， 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广场
出现一位穿城管制服的外国人， 正
和石峰区的城管监督员一起监督 、
劝导市民的不文明行为 。 他叫乔
什， 来自美国， 今年23岁， 来株洲
旅行已两周， 前几天， 他和朋友一
起来到城管大队 ， 希望能在回国
前， 体验中国的城管工作。

———外国朋友也喜欢 “作秀”？
（湖南 彭睦乐）

山西省公安厅交管局负责人
称 ， 尽管举报公路 “三乱 ” 的不
少 ， 但官方设立的500万元举报奖
金至今无人领取， 并分析称主要是
司机怕举报以后遭打击报复。

———钱并不是万能的， 关键是
要保护举报人权益。

（北京 顾飞蓓）
近日， 有消息称， 曾任福州市

副市长达10年的杨爱金于今年4月
被 “双规 ”。 杨爱金已于2010年退
休， 被 “双规” 前为福州市计生协
会副会长。 据悉， 纪检调查组在其
办公室 、 家里共搜查出3000万元 ，
以及17套房产证。

———伸手必被抓 。 哪怕退休
了， 也照抓不误！ （浙江 方海棠）

近年来 ， 报名参加美国高考
SAT的考生人数以每年50%的速度
递增， 其中中国考生更是翻番， 他
们大都来自各省排得上号的重点中
学， 学习成绩至少中等偏上， 目标
是美国排名前50位的高校。 他们普
遍从高二就开始准备SAT考试， 一
部分人甚至与学校签了协议， 放弃
中国高考。

———学生舍近求远， 肯定不会
是头脑发热。 （广东 邹开云）

“杨梅谣言”何以速传速灭 老人为老人让座
是堂“敬老示范课”

“师生互殴”与陶行知发糖

■一句话评论 广东河源市紫金县蓝塘镇近3万居民守着家里的
自来水不能喝， 常年靠买山泉水和打井取水度日，这
种窘境已经持续近20年。 （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在蓝塘，所谓自来水实为脏水、臭水，打开水龙头
异味熏鼻，杂质颗粒上下飞舞，流进水桶沉淀是厚厚
的泥灰 ，下雨天还夹杂着黄泥浆 ，只能洗衣服 、冲厕
所，根本不能饮用，可居民还得为每吨脏水1.5元埋单。
原来， 镇里的水厂是由一家私营企业投资建起来的，
但因效益不好，老板称无力治水，政府方面则宣称没
钱维修。

流了20年臭水的自来水，拷问着政府公共责任。自来
水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 涉及城镇居民的饮水健康。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主要由城
镇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 政府因自来水厂不赚钱就将包
袱甩给私人企业，本身就是一种懒政行为。 退一步说，将
水厂转让给私人承包，政府必要的监管不能“流失”。

20年来，3万多群众守着自来水买水喝， 政府却见
而不管，无所作为，可见监管责任丧失殆尽。

图/陶小莫 文/尹卫国

城市自行车租赁不应排斥外地人

■新闻漫画 自来水管20年流臭水 拷问政府公共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