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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彭扬 每周评论9２０12年9月21日 星期五

■一句话评论
在复旦大学的开学典礼上， 校长杨

玉良引用了复旦老校长李登辉在上世纪
20年代说过的话： 如果你是为了升官发
财来到复旦学习的话， 那么你在学校会
受到鄙视。

———升官发财不是丑事， 别把 “升
官”当做“发财”手段就好。

9月19日上午，全国政协举行“儿童
用药问题”专题研讨会，目前我国儿童占
总人口20%以上 ， 但儿童药品紧缺 。目
前， 国内市场90%药品无适用于儿童的
剂型，部分特殊药品甚至供应短缺。

———儿童药品紧缺，药品市场的“病
态”。

9月19日上午，武汉武昌粮道街城管
中队20名城管队员列队站在店面门口，
靠“围观不语”纠正辖区商户出店经营行
为。 有经营户称这样的眼神执法 “太吓
人”， 亦有商户称此种执法方式很有创
意。

———就怕 “你瞪你的眼， 我摆我的
摊”。

“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只有公务员和
老师的子女才可以乘坐校车。”深圳龙华
中心小学部分家长近日对校车只让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和老师的子女乘坐提出质
疑。对此，学校办公室主任表示“因为公
务员平时比较忙”。

———公务员比较忙， 老百姓也没闲
得慌。

网友及媒体质疑铁道部12306售票
网站的“排队”服务状况频出，往往没人
却还要排队等30分钟，“强制排队” 后购
买失败的概率很大， 也错过了购买其他
车次的宝贵时间。铁道部客服称，设置等
待主要是为了防止系统瘫痪。

———电商怎么不怕系统瘫痪？
点评 易凌翔

马涤明

19日下午 ，哈尔滨市发布 “8·24”
三环群力高架桥鸿福路段上行匝道倾
覆事故调查结果。 事故性质为车辆严
重超载导致匝道倾覆、车辆翻落地面，
造成人员伤亡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车辆严重超载导致匝道倾覆 ，就
是说，桥本身不存在质量问题。不管相
信与否，却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塌桥才
几小时， 当地就已经得出了 “超载压
塌”的初步结论。依据以往的经验，事
故之后的“初步结论”，一般都能经得
住“检验”。

虽说这种结论是意料之中， 公众

对有些问题恐怕还是无法释怀的。比
如， 某些局外专家经现场观测后得出
的“大桥设计存在缺陷，并存在铆固不
够的问题”， 是这些专家水平有问题，
还是判断不够严谨？再有，国家安监总
局的专家此前曾称的 “大桥肯定有问
题”， 难道也是一点依据都没有的臆
测？

抛开专家们专业技术角度的观
点， 普通人的朴素分析也不乏逻辑与
常识。超载是当下的一种普遍现象，目
前来看， 很多地方多年的治超努力基
本都成了无功之举， 有些地方甚至以
“超载月票”来应对。然而，在超载普遍
的大背景之下， 超载车为何偏偏只压

倒了这座哈尔滨的新桥？ 超载车辆由
吉林德惠出发，到哈尔滨行程约160多
公里， 其间至少要经过松辽扶余松花
江大桥，但扶余大桥安然无恙，是不是
新桥标准没有旧桥高？

通报称， 肇事司机 “驾驶擅自改
变外形和技术数据的严重超载车辆”，
导致桥梁倾覆。 然而， 擅自改变外形
和技术数据并严重超载， 绝对不是这
两位司机的 “专利”， 全国各地到处
都有 ， 且数量众多 。 如果 “改变车
型 ”、 “超载严重 ” 就可压塌桥梁 ，
那得出多少塌桥事故？ 如果 “改变车
型 ”、 “超载严重 ” 就可压塌桥梁 ，
那么事先的实际施工是不是应该考虑

超载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如
何解释： 如果路堵车多， 同时聚集了
与超载货车同等重量的货车， 那会不
会也让桥塌掉？

当然了，当地澄清说，倒塌的桥不
是阳明滩大桥，而是高架桥，是上行匝
道。言外之意，高架桥可以不如跨江大
桥结实？只要是桥，都关乎公共安全，
拿“不是阳明滩大桥”说事，想说明什
么？

天天要从桥上过， 谁都不希望桥
的质量有问题，谁都希望超载是“匝道
倾覆”的唯一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如
果结论过于草率， 忽略掉事故的真正
原因，血的教训就还可能重演。

万光武

长沙一位网友表示，自己正在
某中学读初三，去年开始班上就立
下规矩，凡迟到或者违反课堂纪律
者，每次罚款2元 。这位网友想问 ：
“老师罚款合理吗？”（9月18日 《华
声在线》）

金钱形式的奖或罚，看起来确
实省心省事、操作简便 。但如果对
象是学生，恐怕就不太合适———中
学生并没有收入，罚款还得家长买
单 ，这样做与其说罚学生 ，不如说
是罚家长。

当然，借助于这种真金白银式
的奖惩，老师也许会达到预期的管
理目标， 但当一切与金钱挂钩时，
显然无视了教育的应有之义 。因
为 ，金钱奖惩的“副作用 ”，模糊了
学生对于价值的判断———在学生
内心中，可能会把对于违规违纪的
正确认识与检讨，在潜意识中置换
成对于金钱得失的关注 。 如此一
来，金钱本位的理念也许会就此深
植于孩子心中，但这与现代教育应
该追求的目标可谓南辕北辙。

表面上看，迷信金钱刺激的神
效 ，好像是教育者的无能 ，但究其
真正原因，恐怕还在于教育者只对
成绩感兴趣， 除此之外的东西，能
少操心就少操心 ，由此一来 ，以金
钱奖惩的简单，代替疏导和教育的
繁琐，势必就成为首选的手段。

理想的教育，并非用学业成绩
作为唯一评判。让孩子拥有正确的
价值观 ，塑造出完美的人格 ，或许
是教育第一要义。现代社会的教育
者除了要教会学生书本知识，更重
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做人、做事的规
则意识。良好的习惯不可能靠罚款
这种冷冰冰的、让学生和家长不敢
讨价还价的手段来完成。

况且 ， 中小学生自律能力不
足 ， 偶尔违规违纪恐怕也在所难
免 ，所以更需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
理的教育，这也正体现出教育者存
在的意义 。作为教师 ，既然负有对
学生不良行为进行矫正、引导的职
责，就要保持温情脉脉的育人者形
象，更要明白学校和社会的不同之
处，而不能只迷信于成人社会的管
理手段。

金海燕

9月19日上午， 成都派遣工唐
金凤要求成都家乐褔公司支付其
加班报酬一案，在成都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庭开庭。唐金凤的代理人
李美蓉在做最后陈述时情绪有些
激动：“我们弄不清楚的是，为何我
们替家乐褔做了事， 却拿不到报
酬？”

派遣工，作为一种特殊的用工
形式， 原本是有着严格的限制，只
允许用在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工作
岗位，由劳务派遣单位派往用工单
位工作， 目的是为了让临时性、季
节性工种工人拥有长期的劳动合
同法定权益 。然而 ，目前的派遣工
往往变异成了用工单位逃避法定
责任的避风港，而且这种现象大量
存在。

唐金凤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
例子。她是一名与前程无忧信息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派遣工，由前程
公司派往中粮集团，而中粮集团又
把她派往家乐福的超市门店做促
销员———负责中粮集团旗下的食
用油销售工作 。然而 ，她的管理却
由家乐福公司负责，在中粮公司规
定的任务之外，每天还要负责家乐

福超市粮油通道货架整理、价签更
换 、卫生等工作 ，而这些工作是在
劳动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 ”之外
加班完成的。然而 ，她与家乐福之
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唐金凤
无法拒绝家乐福的工作安排，但她
与家乐福又没有形成劳动合同关
系。于是，唐金凤的加班费就陷入
了 “替家乐福做了事，却拿不到报
酬”的尴尬。

由于派遣工制度本身存在的
漏洞，给用工单位侵害劳动者权益
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使派遣工的合
法权益常常吊在半空之中，无法落
到实处 。因此 ，过去出现这样的情
况， 往往都是通过调解加以解决。
所谓调解， 就是双方互相让步，实
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劳动者
的权益，也掩盖了派遣工制度的缺
陷 。唐金凤 “不愿接受调解 ”，坚持
依法维权，也充分暴露派遣工制度
本身及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为派遣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打开一扇窗。

维护劳动者包括派遣工的权
益 ，劳资双方可以协商，矛盾可以
调解 ，但是法律不能含糊 ，不能让
唐金凤们加了班却不知道问谁要
加班费。

许晓明

英国工程师托尼在2002年卖掉
公司、 房子和车， 开始周游世界。
2005年，托尼来到西安。一次偶然的
机会， 他开始向流浪汉免费派送包
子，至今已经坚持7年，投入了70万
元。托尼表示，他不去鉴别流浪汉是
真是假， 也不问流浪汉为什么要乞
讨。（9月19日《华商报》）

出于善心给流浪者钱物和食物，
并不是新鲜事，而托尼学“雷锋”的特
点在于， 其一是持之以恒做了7年，其
二是不问流浪汉身份的真假， 其三是
不干涉流浪者的生活方式。作为“洋雷
锋”，托尼给人最大的启示在于，有包

容的胸襟才会有坚定做公益的恒心。
托尼这种不问真假的行善方

式，似乎有些傻傻的天真，似乎对防
范欺骗缺乏应有的警觉。然而，托尼
不怕受骗地派送包子， 既是一种行
善的智慧和技巧，“遇上要饭的人，
给他钱；遇上要钱的人，给他饭”，体
现出从事公益事业应有的包容和大
度， 避免了道德洁癖阻碍自己行善
的信心和决心。

救助和接济弱势人群，体现着一
个社会的良心和文明程度。但现实生
活中，不少人一方面对弱势人群表现

出极大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却对行骗
者存在的可能表现出极大的苛刻，对
行骗者借机敛财不能容忍，对自己善
心被利用不能容忍。而过于计较少数
行骗者的丑陋，容易把质疑和冷漠的
心态无限地放大，因此犹豫乃至放弃
对弱势人群的帮助，这显然是“一叶
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最终误伤的
还是那些亟待帮助的弱者。

透过托尼的善举不难发现，帮
助弱势人群需要受得委屈、 吃得小
亏。多一份大智若愚的包容，就会多
几倍坚定的良心和善行。

快递未洗衣物
9月16日下午3时， 居住在大连沙河口区马栏街

道兰青社区74岁的周奶奶听到敲门声， 开门一看是
送快递的。周奶奶打开快递件一看，满脸无奈：原来
是刚上大学的孙女寄回来的，开学8天，孙女寄回来
一大包衣服和7双袜子，让她帮着洗。

这位“快递姐”的轶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10
年的 “齐全哥”———武汉科技大学某新生入学时，竟
然有5名家人陪同，连83岁的奶奶都坐轮椅过来“助
阵”。毛巾带了7条，卫生纸带够了四年用的，他的14
包行李要10名志愿者才能扛上车。

洗衣服，是再简单不过的家务活和生存技能，可
这位女大学生不愿干， 不惜用邮寄的方式来让家人
完成。这类轶事确实够雷人，个中投射的不仅是过分
溺爱，更是生存能力的严重不足。不过，从本质上讲，
他们也是溺爱的受害者。总为孩子包办一切，孩子失
去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技能，更是一种积极乐观、自力
更生的生活态度，是自立自尊、坚强承担的秉性和独
立人格。 文/图 赵顺清

违反纪律罚款，让教育二字蒙羞

派遣工的加班费该问谁要

向“洋雷锋”学点“傻劲”

超载车为何偏偏压倒哈尔滨的大桥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