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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车轮上的腐
败”，全国各地公车纷纷亮明身份，不
再 “隐身 ”。截至目前 ，全国31个省区
市均已启动部署或已完成公车标识
工作。有关专家表示 ，全国公车标识
工作推进迅速、成效显著，破解了“多
年想解决没解决的问题”。

公车私用和公款吃喝、公费旅游
一起并称为“三公顽疾”，不仅浪费巨
大，还滋生特权腐败 。为遏制公车私
用，各地各部门想了很多办法 ，甚至
用上了GPS定位，“车轮上的腐败”却

依旧禁而不绝。相比之下，公车“标识
化”不失为简单可行的办法 。只需要
在车身张贴或喷涂标识，让公车亮明
身份，就等于戴上了 “紧箍 ”。在节假
日等非工作时间 ，出现在景区 、酒店
等不该出现的场所，无异于公车私用
者不打自招 ， 也难逃群众的雪亮眼
睛。

自党中央、 国务院2014年7月公
布《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的指导意见》以来，短短四年时间，全
国各地均已启动或完成公车标识工
作，推进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充分彰
显了接受社会监督的改革诚意。如果

把公车私用比作难言之隐，党和政府
并未讳疾忌医，而是开诚布公让公车
在阳光下“奔跑”，把治病的权力交给
公众。这一勇气和胆识 ，本身就值得
点赞。

当然，完成公车标识工作还只是
第一步。公车私用乱象不会一“标”就
灵，接下来还须进一步完善工作细节
和配套措施。

首先 ，要加强标识规范 。从全国
范围来看，公车是亮明身份了 ，但在
一些细节上还存在盲区和漏洞。比如
一些地方只标识了党政机关公务用
车，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没有覆盖到，

有的地方和部门主要领导的公务用
车也未纳入标识监管 。同时 ，一些标
识设计过小 、不明显 ，甚至是可随时
揭掉的“N次贴”。

其次，要推动问责公开。坚决防止
“开门接受监督，闭门进行问责”，应通
过建立投诉举报平台， 实时公开举报
线索、调查进度、处理结果，让群众有
动力、政府有压力、改革有定力。此外，
要防范“私车公养”。公车亮明身份后，
显性的公车私用问题势必大大减少，
私车公养等隐性“四风”问题则会“摁
下葫芦浮起瓢”。对此，有关部门必须
提高警惕、加强应对。

“公车亮明身份”还需前进一步
魏文彪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枣强镇
的王心仪，今年以高考707分的优异
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她写的《感谢
贫穷》一文看哭了不少网友。王心仪
“爆红”网络后，“诱惑”也随之而来。
一些商家找到王心仪，希望她能够
代言产品，并且出价不菲，但都被她
拒绝了。

王心仪所写《感谢贫穷》表达
了一种在贫困中奋进的乐观精神：
不怨天尤人、抱怨命运不公，而是
不向命运低头、勇于进取。这样一
种人生态度，不仅激励了其他贫困
学子，也让其他身处贫困、遭受逆
境的人们深受启发。

王心仪成为“网红”之后社会
关注度居高不下，商家希望她能代
言一些商品，据悉代言费不是一个
小数目。这对于普通人而言都是诱
惑，对于身处贫困当中的王心仪更
无异于“雪中送炭”。大学学费与生

活费都可能成问题的她，却抵御住
了诱惑，拒绝为商品代言。王心仪
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那些商
品我从来没用过，也不知道效果怎
么样”，所以“我都拒绝了，绝不会
代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
影视明星，明明没有使用过某些商
品，不知其实际功效如何，却通过
各类传播平台为这些商品高唱赞
歌。 一些消费者因为盲目崇拜、信
任这些明星， 购买了其代言的商
品，结果合法权益被侵害，甚至身
体健康也遭受了损伤。一些影视明
星因为代言有问题的商品，被消费
者连同商家一起告上了法庭。

事实上，这些影视明星或者文
化名人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却还为
自己没有使用过、不知实际功效的
商品代言，有些人甚至明知所代言
的商品质量存疑，依然为了赚取钱
财而失去应有的底线。面对贫困学
子王心仪，他们应该感到羞愧。

“寒门女孩”
拒绝代言让谁羞愧

左崇年

陕西西安部分消费者2016年
通过签订内部认购合同的方式购
买了一楼盘所售房屋， 并支付全
款。 开发商近日却以当时该项目
没有预售许可证为由， 将12名消
费者起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内部
认购合同无效。对此，消费者无法
接受， 认为开发商此举完全是试
图废止此前合同， 以如今的高价
重新销售。 当地法院已经受理涉
及12套房屋的系列案件并相继开
庭审理。

开发商举报自己无证销售、起
诉业主不该买房，听起来让人哭笑
不得。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原来
所售房屋在开发商与业主签订合
同时的售价是每平方米7000多元，
而现在该楼盘均价已近25000元 ，
所以开发商不愿履行合同。

知道了个中原委，有人指出这
是开发商在玩“壁虎断尾”术，是利
益博弈下的怪诞。开发商试图通过
举报自己“无证销售”来证明业主

买房合同无效，说到底就是想达到
卖高价的目的；这种算计，颇像威
尼斯商人那种刁钻耍坏，“既让人
割肉，又不让人流一滴血”。

开发商没有取得预售证却和
业主签订购房合同，这不是明知故
犯、违法违规吗？其实早在2016年8
月，西安市长安区房管局曾对该楼
盘下达行政处罚书，要求开发商停
止销售，并对无证销售的房屋进行
清退。但开发商并没有对无证销售
房屋进行清退。

对此，有律师认为，“认购合同
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质要件，
且已实际履行，应为商品房买卖合
同。合同已成立，应受法律保护。根
据相关司法解释和此前的判例，对
开发商主张的无效合同的说法不
能成立”； 即便开发商无证销售成
立，也应由开发商承担相关责任与
处罚。

如果开发商为追求一己私利
而钻法律空子、 侵犯业主权益，最
终将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
人又折兵”。

焦风光

孩子哭闹不止或不听话，家长拿
来手机，孩子会破涕为笑 ，神情专注
地玩手机 ；假期里 ，孩子们不是嬉戏
打闹，而是独处一角 ，用手机填充童
年的记忆和欢乐。 目前，“手机带娃”
现象成为流行景观。这种现象在农村
特别是留守儿童家庭中更为普遍。调
查显示，在12至16周岁的农村留守儿

童中，超过77.3%的孩子有手机。有些
孩子“机不可失”，吃饭、走路、睡觉时
手里都拿着手机。

智能手机普及到了农村儿童，一
方面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触角延伸所
致，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其危害不可小
觑。一篇题为《要想毁了一个孩子，就
给他一部手机》的网文，曾一针见血地
指出， 手机正成为一种新的 “精神鸦
片”，侵蚀着孩子的健康肌体。“大人都

控制不住， 你把手机交给一个没有自
控能力的孩子，就是助纣为虐！”多少
孩子因痴迷“王者荣耀”荒废了学业，
多少孩子因为网络游戏误入歧途。另
外，“手机综合症”极易导致视力下降、
颈椎劳损或注意力不集中。

“手机带娃”现象愈演愈烈，极易
成为一种“流行病”，衍生出一系列社
会问题。防止“手机带娃 ”成为 “流行
病”，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有些家长

给孩子配备手机的初衷可能是方便
联系和监管 ， 或让孩子接触网络知
识。殊不知网络包罗万象 ，不谙世事
的孩子很难识别良莠、 抵制诱惑。家
长绝不可图方便省事，放弃自己的监
护责任。 首先要做好示范和引领，在
孩子面前少玩手机，多抽出时间陪陪
孩子。当然 ，相关部门也要积极为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建设并利
用好青少年宫 、科技馆 、图书馆等场
所，努力提供更多丰富多彩 、有吸引
力的文化娱乐方式，让孩子们的童年
除了手机还有安放之处。

“开车等红灯打电话，罚款50元扣2分，刷
手机也被抓拍”。连日来，海口公安交警发布
的处罚决定引起不小争议。

记者走访发现， 处罚决定对长期惯于危
险驾驶的车主产生了震慑， 开车玩手机现象
大为减少。多数车主认为此举具有积极意义，
支持从严处罚。但也有车主认为，等红灯期间
车辆并非在行驶状态，接、打手机未妨碍道路
安全， 相关部门执法一刀切， 容易 “矫枉过
正”。

图/闵汝明 文/江新苑

开发商为何举报自己

警惕“手机带娃”成为“流行病”

从严处罚
开车玩手机引争议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