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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10月27日 ，2018年中国计算机大会的
最后一天，由于大会临时增加议程，并且上
一环节的拖堂无人控制，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安全官谭晓生上演了
学术会议上少见的“一摔”———摔掉文件和
话筒，表达不满。这一事件引发众多网民褒
贬不一的热议。

大会上怒摔话筒，确实难得一见。随意
拖堂、增加议程，任性的会议让脾气温和的
主持人也忍不住发飙， 这大概是对时下某
些重大活动会风的抗议。 有参会者在微博
上吐槽，说主办方“强制把本该在12点开始
的午餐时间延后到1点，现在大批参会者在
餐厅外面被工作人员拦着不让进”。若果真
如此，把一场会议硬生生拖到饭点之后，抛
开参会人员的日程安排被打乱不说， 考虑
过大家的肠胃感受吗？

守时即守责，这是基本共识。台下来开
会的当然不该无故迟到， 台上来演说的亦
不该肆意拖延。只不过，讲起话来不掐表、
“补充几点”乱发挥，大概已经成为会议常
态。但问题是，我们向来喜欢在迟到上做守

时的文章， 却忽略了拖堂也是另一种亟待
纠偏的不守时行为。大多时候，开起会来你
侬我侬，又或者权力不对等，纵使心里万般
腹诽，面子上也要一团和气。最后的结果，
就是互相纵容，这次你拖一刻钟、下次他拖
半小时，不少会议经常开成“买一赠一”。从
这个意义上说，谭晓生怒摔话筒，不管附加
怎样的私人情绪， 总是对任性会议的抗议。
这当然不是个情商或者文明的问题，而是对
基本社交规则、基本公序良俗的态度表达。

人生于世，就得与时间打交道。我们经
常说不要浪费时间，但事实上，在这个不对
称的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的时间是 “被浪
费”了。时下，各种高规格的学术会议和高
峰论坛越来越多， 形式主义的发言本就叫
人百无聊赖， 若再加上不明所以的拖堂会
议， 脾气再好的人估计也会在茫茫会海中
偶尔癫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说好了按时
结束的会议被任性拉长，这样的细节，组织
者和演说者该担负怎样的责任呢？

此事激起舆论热议的点， 也许并不在
于会议本身， 而在于公众憋久了的一个无
疑之问： 在守时直接指向效率和素养的今
天，开个守时有恒的会议，到底有多难？

魏文彪

人社部日前制定了 《社会保险领域严重
失信“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
用人单位未按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且拒不
整改等六种行为将被列入“黑名单 ”，受到联
合惩戒。住建部近期起草了《住房城乡建设领
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网上
征求意见稿)》，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
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
手续， 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后仍不执行的等六
种情形，将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现实当中， 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节省用工
成本，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不为职工办理

住房公积金，或者少缴社保费与住房公积金。
虽然执法部门对一些违法企业作出行政处
罚，但因为处罚力度尚不够大，难以形成足够
的震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
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的罚款。 相比用人单位经由社保违法违规
行为所得，这样的处罚力度无疑“不足为虑”。
因此， 一些用人单位自然也就会不惮于顶风
犯戒。

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五险一金”上建

立“黑名单”制，社保与住房公积金违法违规
行为将受到联合惩戒， 在政府采购、 交通出
行、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
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
制， 用人单位不为职工办理社保与住房公积
金，少缴“五险一金”费用，将会为此付出巨大
的代价，体味到难以承受之重。这样一来，用
人单位自然就会仔细掂量权衡， 自觉杜绝不
为职工办理社保与住房公积金以及少缴费用
行为。

正因为如此，人们期待“五险一金”“黑名
单”制能在征求意见结束后尽快建立起来，并
得到严格执行， 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切
实维护。

刘文可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然而，舆论场上的“反转”却引人深
思。

事件发生之初，有媒体即透露消息：事
故系公交车避让一辆逆行的私家车所致，
小轿车司机为一女性。 一时间， 各路自媒
体 、大V转发评论 ，对 “女司机 ”群起而攻
之。然而，警方几个小时后发布的情况通报
显示，是公交车越过中间实线，撞上对向正
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失控坠入江中。 剧情立
马反转———之前还一副正气凛然模样、对
涉事女司机口诛笔伐的“大侠”们，忙着悄
然删帖，其尴尬慌乱之状可掬。

近年来，不等事实真相便忙着发帖、发
声，进而升级成舆论暴力的事件屡见不鲜。
“德阳35岁的女医生被网络暴力逼到吞药
自杀”“章泽天因各种嘴碎造谣谩骂退出微
博”， 几天前英年早逝的前央视主持人李
咏，也曾被不少网民安上“假爱国”的帽子，
这些人因为李咏一家三口走在国外大街上
的照片， 就断定他们举家移民……被舆论
暴力虐待过的人和事不胜枚举。

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扁

平化和去中心化的虚拟公共空间， 培养出
了一批敢想敢说的自媒体和键盘侠， 很多
自以为正义的偏激让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
上逐渐开始“耻化”，一些原本属于私人空间
的不当或者敏感性质的行为，被一些人打着
正义的旗号添油加醋后通过社交媒体迅速
传播， 在短时间内达到众口铄金的效果，轻
则让受害者名誉扫地，重则闹出人命。每次
真相大白后， 大部分自媒体和大V们都是直
接删帖了事。然而，删帖就能弥补之前对被
造谣者造成的伤害吗？与其“事后诸葛亮”，
为何不先等真相大白了再做评断？

网络是个好东西， 它应该是一种方便
大家的工具，而非杀人于无形的推手。而对
于普通网民来说， 面对突发事件， 追求真
相、理智客观、好好说话是我们对当事人最
起码的尊重， 不要一有突发负面新闻就纷
纷化身为“杠精”。至于那些自媒体和网络
“大V”们，应该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维护好网络生态， 不要为吸睛就罔顾事实
真相。

其实，那副自以为正义的嘴脸，真的很
丑。面对目不暇接的网络世界，身处传播极
大自由的时代， 每一位网民都应该少一点
自以为是，多一点谨慎求真的态度。

开个守时有恒的会议很难吗

面对突发事件，网民应多一份理性

社保“黑名单”制值得期待

� � � �近日,广东某幼儿园的家长们又在群
里收到老师发的通知：“请家长们在2018
年10月10日-10月25日参与点赞 ‘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并请每班在10
月25日前提供3-5张点赞的照片。”

通过微信集赞本是借助互联网征集
民意的一种有效手段， 但是诸多类似上
例的集赞评优选秀活动，借助行政资源，
采取摊派的形式， 无疑是让民意注水变
味，违背了活动的初衷。

图/王成喜 文/彬玉

“注水”的民意
变了味

新闻漫画

朱永华

10月30日， 一代武侠小说大家查良镛去
世，享年94岁。

“飞 雪 连 天 射 白 鹿 ， 笑 书 神 侠 倚 碧
鸳 ”———查良镛先生以报人身份、“金庸”的名
号起笔， 筑造了一个神奇的武侠世界。“情不
知所起，一往而深；恨不知所终，一笑而泯。”
先生笔下的刀光剑影和爱恨情仇动地而来，
痴迷了无数不分年龄、地域、职业的男女。他
创造的“成人的童话”，滋养了无数读者的精
神空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金庸的读
者”。六十年来，先生的作品风靡全球华人世
界， 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峰。他在人物塑造、故事营造、历

史寄寓、想象拓展、语言驾驭等各方面都充分
展示了高超的水准。 他的作品彰显着中华文
化的魅力，他的文学成就足以青史留名！

查良镛不单是一个武侠小说的名家 ，他
的多重身份在其一生中都发出了熠熠光彩。
作为报人，他坚守了职业的责任和操守，关注
百姓民生、心系国家民族；作为围棋爱好者，
他巧手“珍珑”，推动了这项古老传统文化的
繁荣；作为文化名人，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
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 直接参与了香港回
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学者，他一生低调好
学，以高龄之身远赴重洋攻读博士学位，树立
起终生学习的榜样！

在一般人眼里， 查良镛先生只是一位笔
下起风云、神思接天地的文学大家，其实，他

更是一位充满情怀、 对世界充满期待的文化
学者。他晚年不再驻笔武侠世界，而是将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注于文化和历史的演变。在
长沙的一场讲座中， 先生阐述了自己多年潜
心研究得出的观点， 历史是在民族不断融合
共生中发展。 他的思想惊人地契合了当代世
界发展的潮流， 各民族之间始终是一个命运
共同体，虽然在历史进程中有冲突、有仇恨，
但是归根结底，要通过不断地求同存异，达到
共生多赢的境界。因此，查良镛堪称“侠之大
者 ”。只有读懂了这些 ，才可以说读懂了 “金
庸”，才会明白查先生心灵深处的世界 ，有他
的一个更大的“江湖”。

“大侠 ”已去 ，来者难追 ；精神不朽 ，“江
湖”永存！

侠之大者，“江湖”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