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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博

著名数学家谷超豪先生因病医
治无效，于6月24日凌晨1时8分在上海
逝世，享年87岁。消息于当天上午9时
29分许公布于复旦大学官方微博，人
们纷纷向这位伟大的学者致以哀悼。

谷超豪先生是我国著名数学家。
2009年，由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
小行星，被命名为 “谷超豪星 ”；2010
年，他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在一次会议上，谷超豪曾就导师
和研究生的关系担忧地说，“如今的
研究生教育中，有些教授把学生当成

廉价劳动力，学生则称呼导师为 ‘老
板’。这样很不好。”他说，教书育人不
是商品买卖，“选择做教师，就是选择
了责任和奉献”。

谷老先生的担忧， 发人深省。当
前，很多研究生把“凡是老板的话一定
要听，凡是老板的电话一定要接”当作
“座右铭”。应该被称为“助研”的制度，
却被称为“给老板打工”，颇有些耐人
寻味；老板，本是一个与商业相伴而生
的名词，如今却在大学校园中流行，折
射出师生关系“困境”，的确值得思考。

毫无疑问， 导师与研究生本应是
一种典型的师生关系———传道授业
解惑。现在，“老板”现象的出现，极大

地冲击了这种关系。虽然“传道”等职
能还常被导师们挂在嘴上， 体现在他
们的学术文章中， 可实际上正被迅速
削弱，传统的师生关系正在急剧淡化。

把导师称为“老板”，这种现象的
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所折射出来的师
生关系功利化倾向， 与社会风气、教
育体制等因素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导师老板”，让教师、学生和大学都
为之付出了严重代价，一是师者尊严
的降低，二是大学精神的沦丧，三是
学生的功利成长。

大学和学者的道德状况， 往往被
视为社会文明的标尺， 同时也是人们
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一道心理 “底

线”。 如今学术界，有些导师以“老板”
自居，“理所当然” 地把学生成果据为
己有。中科院院士、复旦数学研究所所
长洪家兴对这一 “怪现象” 很不以为
然：“我做谷先生的学生时， 论文题目
的确定和具体做法都是先生一手指导
的，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

谷超豪老先生曾谦虚而又自豪
地说：“当年， 我的老师苏步青对我
说，‘我培养了超过我的学生，你也要
培养超过你的学生’———他这是在将
我的军！如今回首，我想，在一定程度
上我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

这是多么发人深省，又让很多人
无地自容的话！

邓海建

香港过去几十年的营商经验被
赞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在
香港只缴纳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
证，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以开张；赚
来的钱除了16.5%的利得税外， 都可
装进自己口袋。商人与政府官员交往
过密， 反倒可能引来麻烦。（6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在香港做生意，权力谦卑而自制。
在这里， 无论是高富帅还是穷小子，当
老板的程序一样公平而便捷； 在这里，
没有任何眼花缭乱的税费，即便不擅应
酬，也无大碍。因为与政府官员交往过
密，反倒会引来廉署的“青睐”。因此，创
业就成为了一种 “享受”， 用商人的话
说，“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
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再加一句，
“还不用请吃饭。”

2012年， 香港在世界银行对183
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高居次
席；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刚刚
公布的《201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
香港连续第二年以满分100分荣登全
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榜首，连续多年
被 《华尔街日报 》和美国传统基金会
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

殊荣的背后，是透明而清晰的行
政权力与商业勃兴的关系。 廉洁的政

府和公平的营商环境， 是香港赖以成
功、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而这两者之间， 显然有着必然的因果
关系。营商环境“单纯”，起码有3层意
思：一是市场体制健全，一切的自由竞
争能摆得上规则的台面； 二是市场主
体自律，恪守行为边界，不指望玩猫腻
做 “短线 ”；三是公权行为有度 ，弹性
少、欲望少，官商之间时刻忌讳法律的
威严。三者之间，权力的清廉与谦抑是
为核心。正因为公权没有“私化”的可
能，贪念才不至于总想着去寻租，税费
才会立足于更长远的健康增长， 而自
由有序的市场规则才能干净地挺直腰
板。

于是，“单纯”的营商环境就表现
为诸多良善细节：譬如《福布斯》将香
港视为“全球缴税最不痛苦的地方”；
譬如在特区政府网站上，毫不费劲便
可找到法律惩戒 “官商不清 ”的重拳
案例 ；再譬如就在前几日 ，旨在集中
针对合谋定价 、围标 、编配市场及限
制产量四项严重反竞争行为的《竞争
法 》三读通过……市场 、规则 、公权 ，
各各恪尽职守，营商自然就不会疲累
于“熟人社会”的“人情练达皆文章”。

权力谦抑 ， 营商环境方能 “单
纯”。而营商环境清爽起来，小微企业
等遭遇的困境，也许就不需要再动用
新旧36条来纾解。

田方

据不完全统计，高考进行的那一
周，长沙市5个城区共有247对夫妻离
婚，而高考后的一周，共有493对夫妻
离婚，几乎达到了有两对“新人”结婚
就有一对“旧人”离婚的比率。民政部
发布的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
报也显示，2011年全国办理离婚手续
的夫妻有287.4万对， 离婚率几乎呈
直线上升趋势。

对于高离婚率，自然不能简单视
之为“洪水猛兽”。如果感情不好的夫
妻可以顺利离婚，保持婚姻关系的人
都过着质量较高的感情生活，这是一
种和谐的社会生态，既是人性自由的

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高考后的“离婚潮”，对父母这方

来说 ， 也许大多数可算是理性选
择———孩子人生的一件大事已毕，家
庭解体不会太影响其学习成绩和未
来选择；孩子已成年，应该能够理解
父母的无奈选择。

但是，有多少离婚，是真正理性
的选择？时下，“结婚是失误，离婚是觉
悟，再婚就是执迷不悟”的说法，颇为
流行，有些人甚至把离婚视为一种时
尚，已从侧面说明了责任感的缺失。婚
姻是承诺，更是一种承担，离婚只是对

失败婚姻的一种补救措施，是一种迫
不得已的手段。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
既然选择了，就要负起责来，不但要对
自己负责，对配偶负责，还要对社会负
责，切不可把婚姻当儿戏。

两性关系心理专家波拉·霍尔曾
说：“一次以离婚结局收场的婚姻，并
不是突然就出现的，而是长时间彼此
关系恶化的结果。”可是，现在很多离
婚案例，并非为双方长时间彼此关系
恶化的结果，反而呈现越来越明显的
突然出现之势。这不是社会进步的体
现，而是人性泛自由化的弊端。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如此的大量“细胞”非
正常破灭，已经脱离了“新陈代谢”的
正常轨道，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肯定不
利。

有必要提醒孩子高考后离婚的
父母们， 如果不是真正感情破裂，还
是尽可能理性一些。不久前，冰心的
孙子吴山因父母离异产生的纠纷而
毁损爷爷奶奶墓碑，45岁的吴山尚且
如此，又怎能期望刚年满18岁的孩子
就一定成熟？如果真是迫不得已要离
婚，也要让孩子明白，独立是人生必
经的过程，不管父母离异与否，终有
一天都会离开，始终是要独立面对世
界的， 而不是简单地觉得责任已尽，
如释重负。

随着各省高考控制分数线陆续
揭晓，填报志愿软件这一新生事物也
开始粉墨登场。据说，只要输入分数，
就能量身订制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
业。

———可做参考，却不可盲信。
（湖南 邵宇平）

南京市江宁区窦村又叫石头村，
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最近，村里给
在高速路上能看见的房屋墙面粉刷
涂料，看不见的就不刷 ，村里的一幢
幢房子成了“大花脸”。

———会不会出现“不刷住所刷猪
圈”？ （江苏 刘明华）

香港卫生局长周一岳表示， 香港
的肉和菜基本上都是依靠内地来供
应，国家质检总局、广东省都做了很多
工作。 现在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
99.999%，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难得的。

———只要认真 ，99.999%原来可
以做到。 （上海 李福宁）

第三届中国健康管理论坛在京

举行 ，大会发布了 《2012中国公务员
健康绿皮书 》和 《2012中国企业员工
健康绿皮书 》。 调查分析显示 ，在
21125份公务员有效样本中， 超过七
成的公务员存在健康问题。

———有些病，是医院治不了的。
（湖南 江海潮）

西安大三实习生网曝蒙牛冰淇
淋代加工点“环境脏乱差”，蒙牛乳业
承认环境管理存在违规问题。 目前，
各大论坛的爆料帖已被蒙牛公关悉
数清零。爆料人称已被约谈 ，不会再
多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危机公关”？
（陕西 张铭铭）

据《工人日报》报道，我国职场人
平均日工作时间为8.66个小时， 另有
30.3%的人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 ，最
长达16小时。目前部分外企已经成了
员工“被加班”重灾区。

———“被加班”，很无奈。
（北京 李大库）

谷超豪担忧的“导师老板” 权力谦抑，
营商环境方能“单纯”

高考后“离婚潮”需要正视

■一句话评论

一些长期不上班、不在岗却依然领工
资、享福利的“吃空饷”现象引起了社会舆
论热议。据媒体报道，四川、重庆、湖南等7
个省（区、市），清理出“吃空饷”7万多人。
按照每人年均消耗5000元至2万元计算 ，
年财政支出将在3.5亿元至14亿元之间 ，
已成为一笔不可忽视的财政负担。（6月24
日《中国青年报》）

前不久，浙江一个县级市永康市通过
“自选动作”就查出192名吃空饷者；按此
推算， 眼下7个省清理出 “吃空饷”7万多
人，数字看似庞大，却也是意料之中。

查清究竟有多少人“吃空饷”，仅仅是
表面工作，根本之道还在于，通过完善制度
去规避、惩罚“吃空饷”现象。在笔者看来，
从制度上杜绝“吃空饷”，并非一件很难的

事，大体做好以下几点即可：一是将人事编
制透明化，一个服务型政府，有义务让公众
知道是“谁”在这个岗位上为其服务；二是
在人员编制公开化的基础上， 实现类似官
员财产公示的财政预算和官员工资福利方
面的透明化。试想，当百姓知道财政具体流
向何方， 知道哪些人每月从纳税人那里拿
多少钱，吃空饷者又何处藏身呢？

当然，要有力打击“吃空饷”，关键的
一点就是要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违纪违法
成本。从目前媒体统计的“吃空饷”人数、
涉及财政支出的数额而言，对这一现象的
治理应该上升至“廉政建设”的高度。如果
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其社会效果、预
期效果，必定相当糟糕。

■新闻漫画

“吃空饷” 吃出一堆漏洞

图/李宏宇 文/邓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