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使用打车软件的人越来越
多 ，曾经被称为 “打车神器 ”的打车
软件开始暴露出诸多问题 。记者从
太原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了解到 ，
2月19日、20日两天，太原全市共发生
106起涉及出租车的交通事故。出租
车司机分心使用打车软件成为出租
车事故集中骤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
（2月23日《北京晨报》）

作为许多城市的新生事物 ，打
车软件的出现，为乘客带来了方便，
为司机带来了收入增长。然而，一些
司机一手开车一手抢单所暴露的安
全隐患，也引起不少公众担忧。

司机一心二用， 自然会增加安
全隐患，就像走路玩手机，也有撞电
线杆子的风险， 公众的担忧不无道
理。然而，这个问题的症结不在评判
打车软件的好坏， 而在监管创新是
否与市场创新保持同步。

一方面， 出租车行业本就是个
公共监督部门，乘客可以抓拍、可以
投诉，只要总公司立好规矩，运营监管部门不掉以轻
心，哪个司机敢玩自己的饭碗呢？另一方面，驾车过程
中频繁查看手机、拨打电话等，本就属于交通违法行

为，不仅类似事故有警示意义，更重要的是，道路监控
若能火眼金睛， 计分罚款若能跟上，“开车用软件”行
为还能如此肆无忌惮吗？ 文/邓海建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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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钟哲

在中国，人一生要办多少个证呢？常见的有103
个。日前，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绘制出一幅长3.8
米的“人在证途”长卷，列举出人一生常见办证就超
百个， 办理这些证件需经过18个部委局办、39个处
室、中心、支队和所审批，盖100多个章。曹先生希望
以此直观展现市民办证的繁冗和不易 。（2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人打从娘胎起，就需要办理准生证；出生之后，
要办出生证、疫苗接种证、户籍证（户口本）；读书时
要办学生证、 学位证和各种考级证； 就业还有就业
证、社保证（卡）、医保证（卡）、职称证、职业资格证等；

退休以后，还要办退休证、老人证。另外你得开一份
活着的生存证明，才能领取退休金；直到死时，还要
办火化证、死亡证、骨灰存放证等———人从出生起，
就一直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环境里。

办证多，除了凸显繁冗和不易的问题，还间接
反证了思维僵化和效率低下的情形。 举例来说，为
了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美德，推动社会敬老风
气的形成，体现尊老敬老的传承，给老年人提供更
多更好的服务，国家和地方政府针对老人出台了许
多优惠政策， 比如免费参观旅游景点和乘坐公交
车、免收挂号费、发放长寿补贴等。年龄，是这些优
惠政策享受的唯一要件。既如此，为什么不能用身
份证———这一证明个人年龄的权威证件———作为

年龄的证明，还得再办一个老年证呢？难道仅仅因
为身份证是公安机关颁发， 老年证是民政部门颁
发，就得有所不同，不然就显示不出工作的成绩？

“中国人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去办证的路上”，
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说辞， 但也暴露出存在的弊
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对此，曹志伟提出了自己的
思路：政府应改革公民信息服务管理方式，建立公
民信息大数据库网；依托这个库网，逐步实现“一证
行天下”；通过“合并同类项”，提高证件技术含量和
信息含量，减少证件数量。

可是真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打破僵化思维，改
变条块分割，破除信息孤岛，用大数据提供大服务。

问题是，谁愿意做吃螃蟹的人呢？

袁文良

日前，笔者有幸参加一个单位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
会，一位领导联系实际地介绍了作
风转变方面的成效：亲自阅读基层
单位上报来的信息材料，抽出时间
亲自到基层调研等。

闻听此言，笔者想起前些年在
某报上看到的一幅漫画， 画面上
说：“局长，您亲自来洗澡呀”。

“亲自”意思就是“自己”，这一
词语偶尔见诸报端， 经常流于人
口， 不时出现于汇报材料之中，有
些是出于对领导的尊敬，有些是出
于对公仆的赞赏，有些则纯粹是出
于对上级的阿谀奉承。 但不管何
者，笔者认为在工作生活中还是少
用这种溢美之词为妙。

领导就是服务，这个观点恐怕
早已为各级领导干部所接受 。那
么，为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焉有
不“亲自”之理呢？“夙夜在公”，既
是转作风的题中之义，更是履行职

责时必备的要求。
整治“四风”，是作风建设的关

键。 有些领导干部工作上习惯于电
话指挥、秘书代劳，偶尔下去搞一次
调研，也是“坐着轮子转，隔着玻璃
看”，即使下车也只不过是“摆一个
姿势拍张照”。 领导也是普通人，如
果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不了解
真实情况，凭想象定措施，拍脑袋定
思路，就容易导致判断失误、行动失
误、决策失误，最终导致工作失误。
所以，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搞调研，坐
下来听取群众意见， 扑下身子为群
众办实事、做好事，脚踏实地解决群
众生产生活中的难题，都是分内之
事，都是在履行职责，为什么非要用
“亲自”一词加以修饰呢？

动辄用“亲自”一类的溢美之
词，群众听了不顺耳，百姓见了不
顺眼，恐怕领导自己也不会那么舒
服。因此，为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切实从根本上解决领导干部存
在的 “四风 ”问题 ，不妨就从祛除
“亲自”这类字眼开始。

奚旭初

2月21日， 厦门市启动春季大型现场招聘月
活动。几天下来，不少用人单位大发感慨，如今80
后、90后是应聘的主力，他们的各种想法跟老一辈
不一样，不习惯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一听说要“吃
苦耐劳”，就会被吓跑。（2月22日《海西晨报》）

一听招聘方要求“吃苦耐劳”，应聘者就被
吓跑。 这样的表达其实也不确切———“吃苦耐
劳”能叫“吓”吗，而连“吃苦耐劳”都会被“吓”的
人，离“百无一用”还有多远？另一个绕不过的问
题是，一听“吃苦耐劳”就避之犹恐不及，这样的
应聘者又能到哪儿去应聘？找遍职场，有哪一个
用人单位可以不吃苦不耐劳，会养“大爷”？

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吃苦耐劳，传递了一
个信息：不论就业市场如何潮起潮落，求职者
的素质始终是一把不会褪色的金钥匙。素质如
何，从某种意义讲，就是吃苦耐劳，有责任感，
有敬业心。经过比较与鉴别，用人单位更看重
求职者吃苦耐劳这种“软实力”。一些企业宁愿
招一个在街头发过传单、体验过生活艰辛的中
等生，也不愿意招一个既不能吃苦又不能耐劳
的名校尖子生。因为前者脚踏实地，后者则外
表光鲜艳丽，内里一片苍白；外面疙疙瘩瘩似
乎挺有个性，其实却经不住一点挤压，犹如一
颗草莓。甚至会被吃苦耐劳吓跑。

求职者都盼望步入职场时得到行家指
点，吃苦耐劳其实就是“职场宝典”。如果吃不
得半点苦，又耐不得半点劳，成了“瓷娃娃”，
实际上就是自己封杀自己的发展空间， 或干
脆是自己把自己堵在了职场之外。

每聿

近日， 教育部公布了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44个中国公
民主要留学国家的万余所正规院
校名单。教育部提醒，出国留学一定
要选择正规学校，别被“野鸡大学”
忽悠了。（2月23日《京华时报》）

上世纪，钱钟书先生的《围城》，
让我们认识了“克莱顿大学”的假文
凭；世易时移，唐骏先生褪下的光
环，带我们见识了“西太平洋大学”
的真身。此后，诸多高学历留洋人才
“躺着中枪”，从明星大腕，到政商要
员，洋学历终于被祛魅。

其实，早在2010年，媒体就曝
光了全球1500多所海外野鸡大学。
2012年8月， 美国教育部等机构也
公布了最新的全球691所野鸡大学
黑名单。 这些在英文中被称之为
“文凭工厂”的院校，早已成了一种
产业化经营。问题是，对很多冲着
假洋文凭而去的中国人来说，这是

受害、还是受益呢？
海外野鸡大学的文凭被一次次

打假， 而野鸡大学却从来不愁在中
国找到下一拨生源， 这恐怕不能简
单视为信息不对称惹的祸。一者，如
今的海外高校信息核对路径多元，
肯动手、 肯动脑， 不愁辨不出真伪
来；二者，学历高消费，也是逼人去
野鸡大学进修的根源。 在海外野鸡
大学的主要消费群体中，中国的一
些商贾名流、国企管理层等，是大买
家，他们与海外野鸡大学之间，是共
生的利益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只
要不辨真伪的高学历是硬通货，曝
光一批之后，还会有新的野鸡大学
来满足勃兴的“刚需”。

只是既然海外野鸡大学并不难
甄别， 为什么在学历认证的各条大
道上，愣是少有“交警”将之拦下？从
这个意义上说， 教育部公开正规学
校名单，初衷良善，但要禁绝海外野
鸡大学的假学历、将注水的洋文凭
打回原形，尚需多方努力。

■一句话评论

干部兼职又兼薪的现象， 历来为群众深恶痛绝。
据媒体近日透露，截至目前，我省已清理规范省直部
门违规在社会组织兼职的厅级干部976人，清理机关
违规长期借调人员1100多人。

———治国，须先治吏。
日前，长沙市启动出租车拒载整治行动，规定出

租车司机拒载，将被罚500元、停运3日、扣10分。由于

每名驾驶员一年仅20分， 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一年
累计拒载两次将被取消服务资格，清退出行业。

———有重罚规定，还得有强有力的执行。
湖南师范大学学生为抢自习座位，几度将图书馆玻

璃门挤至破碎。为解决这一安全问题，师大图书馆近日
张贴了一张通告：图书馆将腾出3间自习室，由学工处给
各个学院发放座位卡， 如果学生抽到了这张座位卡，就
可以“合法占座”一年，不用再四处腾挪找地儿自习。

———座位也“摇号”，考研之风真“热”。 点评：任凭

“人在证途”折射出管理低效 改作风
不妨从祛除“亲自”开始

别指望海外野鸡大学“见光死”

不用吃苦耐劳
这样的单位哪里去找

■新闻漫画

打车软件竟成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