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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悍匪周克华被 “顶包 ”的网传 ，被
证明是谣言。 一场谣传，是一张试纸，
可以看出社会的信任程度。 透过谣言
风传的背后，真切地感到消除“习惯性
质疑” 已成为重建社会信任时无法回
避的一大社会问题。

周克华一案性质恶劣、影响巨大。
警方宣布嫌犯被击毙后， 有众多目击
证人，有公权机构出面，有许多现场照
片，为何怀疑之声如此之多? 谣传消退
后，留下的问题让人深思。

公民有自由言论的权利， 这其中

包含着质疑权。 社会越开放民主，质疑
声就会越多， 这是公民素质提高的体
现， 也是民主化进程中公民言论自由
越来越得到保障的客观体现。 但个人
的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言之有理 、疑
之有据的基础上，必须以遵守道德、法
律为底线，否则，就超越了个人权利的
边界而涉嫌造谣、传谣。

选择质疑，是害怕被欺骗。 “习惯性
质疑”说白了，是人们无法分辨信息真假
的一种焦虑， 很大程度上与信息不透明
紧密关联。警方击毙周克华后，网络质疑
四起，渝湘警方及时出面澄清，有关质疑
很快成为“茶壶里的风波”。

相互间的信任，是夯实社会稳定基
础的软实力，是通往和谐社会的入口。
基于信任的双向性特点， 决定着构建
牢固的社会信任， 需要全社会方方面
面的共同努力。

应对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可能及
时准确客观地公布更多信息， 让真相说
话。 公权力需要有包容的心态，善待不同
的声音。民众质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如
果一个社会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会窒息
社会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 面对质疑，要
秉持用事实说话、 靠真诚说话的心态，用
真诚与真相构筑公权力的信任度。

理性质疑并非谣言的制造者，习惯

性质疑也肯定不是真实的民意。 在重
构社会信任体系中， 公权机关肩负着
义不容辞的责任。 只有加大信息公开
力度，以科学的执政理念、合理的执政
行为提升执政者的公信力和可信度 ，
质疑才会越来越少，“习惯性质疑”才能
变成“习惯性相信”。

社会需要理性民意， 而理性民意是
以道德、法律为基础的。 民意失去理性，
只会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 破坏
整个社会和谐融洽的氛围， 消弭生活中
的温暖和善意。 因此，公民在强调“表达
自由”的同时，要注重对自身的约束，学
会理性质疑。

刘义杰

一对夫妇因欠深圳市宝安区
妇幼保健院12万元医疗费，他们的
一对双胞胎已被扣在医院达两个
月。 据悉，因早产，双胞胎出生后一
直在医院治疗，夫妇俩至今未能抱
过孩子。 医院表示，希望家属能够
将孩子接走，并尽快转到其他权威
医院继续治疗，但医院也有苦衷。

医院确实有苦衷，耗费人力物
力治疗病人， 却要承担经济损失，
于理不合 。 可这对夫妇也充满无
奈，妻子生完孩子不足一月就开始
工作 ，还欠下了大笔债务 ，事实上
也确实无法及时还清欠款。

那么事情就只能僵持下去，继
续让孩子被“扣留”，无法接受更好
的治疗？ 正如一句老话，他耍无赖
不对，你耍无赖就更不对。

实质上， 医院的这种扣押行为
还是医德缺失的表现，话虽难听，但
一切以金钱来左右行为的方式已经
反证了这一点。 尤其是“扣押”孩子
这件事，更添齿冷之感：一者，孩子
生下来两个月还未给父母抱， 有违
人伦；二者，这两个孩子因为早产都
有病，需要到权威医院医治，而医院
却“扣押”孩子。

事情并非完全没有解决之道：
医院交付孩子后，可以与家长签订
协议 ，确定分期还款日期 ，如果到
时候不还，可以告上法院。 有合理
的诉求通道， 偏偏采取偏激行为，
不仅违背医德，更是违法之举。 我
国宪法第37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
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
人民法院决定 ， 并由公安机关执
行 ，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
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
的人身自由。 ”

“扣押”孩子让人想起了“微博医
嘱”。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官方微博前
段时间曾发出一条寻人启事， 提醒术
后不辞而别的重症病人， 病情还很严
重，危险并未解除，需按时吃药，及时
治疗。这条新闻之所以备受关注，就在
于医院的人性化和以生命为上的医德
操守。

当然，简单地谈医德，肯定不是
根本解决之道。这类事情的发生，折
射了现行医疗制度的不健全， 以及
缺乏社会信任机制与保障机制。 但
在“普惠”医保全覆盖之前，医院作
为相对强势的一方，碰到类似问题，
可否更加主动作为， 尽可能多承担
一些责任？

何勇海

深圳警方联合湖北、江苏、河
南 、重庆 、四川等地公安机关 ，近
日侦破深圳新财智教育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犯罪
系列案件，共破案100多起，涉及投
资人近2000人，涉案金额达5000万
元。 据查，该公司所有高层包括培
训 “大师 ”都不炒股 ，甚至坦言并
不懂股票。

近年来， 各类股票培训机构
相继涌现，纷纷宣称“让你十万做
到一千万”。 培训费用自然不菲，
动辄几千上万元，新财智公司“钻
石班”的学费甚至高达3节课需缴
费近10万元。 难怪那些不懂股票
的 “大师 ”们 ，将 “股训班 ”当成发
财门道了。 然而在“大师”传授的
“扭转乾坤、水上漂、闪电手”等炒
股名词背后， 究竟有多少高超的
炒股技术？ 看了上述报道，答案不
言自明。

那么，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不
懂股票的“股市大师”招摇撞骗？

除了骗子们利欲熏心之外 ，

股民们“一夜暴富”的心态太迫切，
是一大诱因。 正如深圳证监局有
关人士所言， 很多受害者想挣大
钱、挣快钱，最容易成为非法机构
诱骗上当的群体。 那些欲望冲破
理智的股民， 热血沸腾地交了学
费，不但发财梦难圆，反而损失惨
重。

另一大诱因在于，正规股票咨
询培训机构短缺，股市难赚钱的现
实使得股民病急乱投医。 目前全
国仅有88家具备资质的股票咨询
机构，而全国目前有2亿登记股民。
正规股票培训咨询机构匮乏，非法
股票培训机构便借机“抢攻”了这
一市场。 而有关部门对股票培训
机构的监管存在缺位，使之有了生
存土壤。

“股神”巴菲特曾说 ,很多所谓
的专家、大师都是“牛皮大王”，当
你被他们的夸夸其谈骗得头脑发
热， 就是他们填满自己腰包的时
候。 诚哉斯言！ 既然“股市大师”有
赚钱真经， 为何他们不去炒股发
财， 还费尽心力来忽悠一点 “小
钱”？

邓海建

8月20日， 网友爆料称浙江乐
清虹桥镇仙垟陈村发布了一份告
民众通知书 ，称对 “本村辖区拦路
阻挡或在工地上无理取闹 ” 的村
民 ，将 “该打就打 ，打后再讲 ”。 随
后，乐清虹桥镇在其官方微博里向
公众致歉， 称通知书已全部撤除。
据悉，事件与当地厂房及棚户区拆
迁有关。 （8月22日《南方日报》）

有网友说，这是史上最霸气的
村委会通知。 霸气倒未必，匪气十
足却是板上钉钉。

这份通知里的细节令人心惊
胆战———“一律不准任何人以任何
方式阻拦、 耽误工程”，“除报公安
机关惩治外，村里有必要采取强硬
措施（即该打就打，打后再讲）”，嚣
张着权力的戾气。 更可怕的是通知
后面的承诺 ：“因此造成任何伤损
的 ，一切医疗费 、误工费及法律责
任均由本村承担。 ”村支书、村委会
主任签字盖章的“通知”，竟然有连
法律责任也能兜底的神通，这究竟
是善于摆平的底气还是无知无畏

的傻气？
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仙垟

陈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却如此匪气
十足 ， 恐怕离不开以下层面的反
思 ：一者 ，该村委会作为基层民主
的神经末端，民主在这里缺乏有效
监督 ，其部分成员有权力钦定的
嫌疑 ，令群众自治组织在权力构
架中异化 ；二者 ，在拆 迁 及 政 绩
谋取中，该村委会没有摆正自己的
位置 ，深度介入 ，不仅不能很好地
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反而在操作
中给小群体寻租、集体牟利创造了
自肥的空间；三者，也许尝过“该打
就打 ，打后再讲 ”的甜头 ，以为 “打
怕”了一批人，就能震慑一批人，一
旦出了问题 ，还可以用 “好心办坏
事”、“方法不当”、“水平不高”等等
来搪塞。

“该打就打 、打后再讲 ”，反映
了一些基层部门和人员工作思维
的偏激， 工作方式的简单与粗暴，
法律意识的淡漠。 打人违法，普通
人尚且知道，何况是为村民提供服
务的村委会 ， 党的基层组织村支
部？

8月20日，浙江省工商局通报称，蒙
牛公司驻义乌市经理王孙富以半价购
买了3000箱生产日期为2011年12月的
蒙牛纯牛奶， 将生产日期分别涂改为
2012年5月19日和6月1日后销出。 时至
今日， 蒙牛仍未针对此事采取任何举
措。

———比篡改日期更可怕的就是这
种“淡定”。

中国烟草博物馆网站刊登一条新
闻：《烟博馆获（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先进单位殊荣》。 烟草博物馆也能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让人大跌眼
镜，中国控烟协会要求取消该称号。

———想起了当年“爱我中华”广告
语。

陕西汉中镇巴县盐场派出所所长
谭代彬公休假期携妻驾公车旅游 ，该

县纪委、政法委将其免职。 该县县委宣
传部称：“因为这是第一次发现，考虑到
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 处理的时候可
能轻了一点。 ”

———“培养干部不容易” 不是挡箭
牌。

一个以相亲征婚为名的诈骗团伙21
日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他们的
行骗说话“技术”已经“如教科书一般”写

成资料，行骗人拿着这份“秘笈”照本宣
科，竟然骗倒了不少“恨嫁”女子。

———“恨嫁”的女子不能只有“恨”。
继海航空姐上周六被乘客连泼3杯

开水之后，8月20日晚，东航的一位地勤
人员在首都机场也被旅客推倒在地 ，
而且竟被人认为是在“装死”回避乘客。

———如此“维权”，本就侵权。
（点评：易凌翔）

每周评论

“扣押”孩子让人想起“微博医嘱”

“该打就打”背后的基层生态

学会理性质疑

■一句话评论

有多少不懂股票的“股市大师” ■新闻漫画

据 《南方日报》 报道，
日前有网友微博爆料 ， 称
宜宾市南溪区地方税务局
公开招聘美女协税员 ， 接
待上级领导 。 更有女协税
员自曝被当成 “三陪” 女，
需陪吃 、 陪喝 、 陪跳舞 ，
且被要求24小时不准关机，
随叫随到。

8月22日， 宜宾市政府
相关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
表示 ， 该市南溪区地方税
务局印发的 《宜宾市南溪
区地方税务局协税员参加
会议会务和接待工作奖惩
制度 》 已被废止 ， 该事件
的直接负责人 、 南溪区地
税局局长李鸣 、 副局长胡
德频已经被停职检查。

以 “红头 ” 文件的规
定 ， 逼迫协税员 “三陪 ”，
这是在 “挖坑 ” 。 给别人
挖， 更是在给自己挖！

文/图 赵顺清

美女“协税”
给谁“挖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