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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安

7日下午，衡阳县长湖路上 ，一位
六旬老人横躺在马路中间， 此时车来
车往，情形十分危急。尽管周边围聚着
二三十个群众， 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
将他扶起。此时，下班回家途中的衡阳
县政府公务人员陈建铁， 见此情形便
要走过去扶起老人。 尽管围观人群中
有人提醒他“不要扶”，但他毅然将老
人扶到路边，直到110和120相继赶到，
他才放心离开。（7月9日华声在线）

近年来，“路遇老人摔倒扶不扶 ”
的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 在扶与不扶

的纠结里，有扶起来被诬告的“前车之
鉴 ”， 也有不扶不救引发的 “良心不
安”。 面对这道需要每个公民作答的
“选择题”，陈建铁敢于上前扶一把，就
是一种正能量， 就应该为他这样的胆
量与行为点赞、叫好！

这一事件中， 引起公众热议的还
有一点， 那就是陈建铁的身份———公
务员。 有人说， 陈建铁面对群众 “劝
说”，丝毫没有犹豫，主动成为了“第一
人”，恰恰让公众看到了公务员群体的
优秀品德和素养。也有人认为，在衡阳
这起老人倒地事件中， 二三十个群众
围着，没有离开，就是因为想扶 ，但又

不敢扶。 这说明现实中， 并不缺少善
心，而是缺乏法律的保护，公务员职业
带来的安全感或许是促使陈建铁见义
勇为的原因之一。

难道目前的制度， 就只保障公务
员见义勇为后的权利诉求吗？ 显然不
是 。我省早在2009年 ，就颁行了 《湖南
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前
些日，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与民安保
险湖南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民安保
险湖南公司率先全国推出 “见义勇为
综合保障保险”， 市民投入8元保费最
高可享受10万元的保额保障。 不管是
法律条文，还是商业保险，保护的都是

每位市民的合法权益。
其实这一事件中扶起老人的 ，不

是陈建铁的公务员身份， 而是作为一
个人善良的本能。这种本能 、下意识 ，
压倒了一些人“别摊上事儿”的明哲保
身思维。

“一千个‘不做’的理由，也抵不上
一丝‘做’的勇气”，有网友这样评论 。
的确如此，“扶起老人” 的公务员陈建
铁，用自己的行动，扶起了 “摔倒的道
德”，破解了“老人扶不扶 ”的困局 。他
的行动，比一万个在网络上痛斥“不扶
不救” 却在现实中无所作为的空谈家
更可宝贵。

高福生

大专文化的徐丽曾是安乡
县财政局颇具资历的中层干部。
2010年，她作为工资发放中心主
任，掌管全县大部分公务人员的
工资发放。 工作之余豪赌输钱
后，她竟然铤而走险，卷款近千
万公款潜逃。7月2日， 徐丽向检
察机关投案，结束了三年多的逃
亡生涯。（7月9日湖南在线）

读罢这条新闻， 不禁令人
掩卷唏嘘。在这桩案件中，徐丽
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丢弃了做
人做事的基本准则———诚信 ，
辜负了领导的赏识， 辜负了同
事、 群众的信任， 因豪赌而失
信。徐丽因此受到法律的严惩，
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人无信而不立， 业无信而
不兴。诚信，是立身之本，经商之
道，为政之要。商鞅“南门立木”
的典故，许多人耳熟能详；北宋
诗人晏殊因诚信受到皇帝赏识，
至今仍为官场佳话。在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公职人
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诚信程度，
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影响
着社会的诚信度。

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反感官
员“失信”。有些官员有诺不践、
有责不履，台上讲廉政、台下搞
腐败，热衷说假话、凑数字、编政
绩；有些官员对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诉求，表面上回复得漂漂亮
亮，但转过身就死不认账。这样
的行为，为群众深恶痛绝，只会
失了民心，败坏政府形象。

让人欣喜的是， 国务院近
日印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 (2014—2020年 )》。 《纲
要》明确，建立国家公务员诚信
档案， 依法依规将公务员个人
有关事项报告、廉政记录、年度
考核结果、 相关违法违纪违约
行为等信用信息纳入档案。

相信有了制度约束，再加上
公务员本身的自觉，“诚信为官”
便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引来
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和赞赏。

马钰朋

6月28日下午， 河北一8岁
男童晓辉遭 11名同学围殴致
死，涉事同学均不满14周岁。警
方披露称， 打人的几名同学当
日因闲来无事在村内找人打着
玩儿， 恰好碰到晓辉便将其强
行叫走并殴打 。据了解 ，晓辉6
岁即遭母亲遗弃， 父亲在外打
工， 平时在校内常遭高年级同
学欺负。（7月9日《京华时报》）

因 “闲来无事 ”便 “找人打
着玩儿”，却不想将“垂髻”之童
打死，人们不禁想问，打人的孩
子们怎能对生命如此儿戏 ？今
年5月 ，京郊 “三男子轮流殴打
一少年” 网络视频引起社会关
注，然而未足两月，又一起青少
年恶性事件再酿苦果。 青少年
暴力事件屡屡出现， 暴露出当
下社会治理的多块短板。

青少年暴力是社会中常见
的一种暴力形式， 但很多地方
却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此次
事件中， 校方对暴力的无视让
人忧心。在校方看来，学校一片

祥和，涉事学生从未打过架，此
次事件 “让人感到意外 ”。然而
事实上，被害者在校屡遭欺负，
其中一个打人者也经常欺负同
学……对一个不大的村子来
说，真正让人意外的是，这些学
校中的暴力怎会如此“自然”地
逃过了教师、家长的眼睛？

尊重生命是人性的底线 ，
亦是法律的底线， 然而在这些
打人少年的头脑里却得不到丝
毫体现。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对
留守青少年价值观的教育 、法
律观念的教育， 是不是必须反
思？

打人者和受害者一样 ，都
是孩子 ，11人中年龄最大者差
两个月14周岁， 最小者不到10
岁。在法律上，因为年龄不足14
周岁，他们无需负刑事责任，但
从施暴者的角度而言， 这样的
悲剧能从他们的良知中抹去？

一起青少年暴力事件 ，是
施暴者与被害者多个家庭之
痛 ，更是整个社会之痛 。对此 ，
相关职能部门该怎样避免悲剧
重演？

“世界首善”
背后是功利思维作祟
张玉胜

7月6日晚间，从美国归来后的陈光标接受
采访时再三强调，“我现在是‘世界首善’了”，
并展示了“联合国”颁发给其的“世界首善”证
书。但联合国官方微博指出证书上“联合国”英
文拼写错误。陈光标回应称，为获证书赞助了3
万美元，可能是受骗了。（7月8日《东方早报》）

如果不是由联合国官方微博的 “科普”惊
梦，“标哥”或许至今还沉浸在“世界首善”自娱
自乐的快感之中。面对如此货真价实的“国际
玩笑”，就连“标哥”的粉丝们也难掩疑惑。早已
年逾不惑的陈光标缘何轻易被骗？ 在笔者看
来，与其将此归咎于所谓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
的“诈骗”有术，倒不如认真反思事件背后的功
利思维。

陈光标高调行善的风格，一直以来饱受争
议。 尽管在信息爆炸和众声喧哗的当下社会，
“做好事不留名” 的传统认知， 早已为善于营
销、长于炒作的“宣传”理念所取代，但人们对
“荣誉”的获得，仍遵循随机随缘、可遇不可求
的基本原则。在一般民众看来，人们可以不拒
绝荣誉，但绝不可伸手索要荣誉，更鄙视花钱
“购买”荣誉。由此解读，陈光标此次的上当受
骗，不是缘于不懂英文或过程的不小心，而是
荣登“世界首善”宝座的急功近利心态，蒙蔽了
他甄别奖状真伪的警惕与戒心。

围观“世界首善”的受骗闹剧，并非要抹杀
“标哥”的慈善功绩。毕竟慈善仍处弱势，亟待
弘扬光大。只是，惟有让慈善归于本源、荣誉归
于机缘，慈善才能减负前行，“世界首善”之类
的贻笑大方才可避免。

为官更应笃行诚信

青少年暴力敲响警钟

“扶老人”扶起“摔倒的道德”

7月8日， 一封厦大女教师谢
灵批评学校食堂优待校长的信
引发热议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
称自己刷卡就餐 ，并不存在特殊
待遇 。他表示 ，此前已有教师举
报谢灵存在学术不端问题 ，学校
相关学术道德委员会正在就举
报问题进行审慎调查。（7月10日
《环球时报》）

批评，属于基本的公民权利。
大学里，老师批评学生，乃至批评
学校 、校长 ，是教师天然的权利 。
批评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 但校
方如何看待批评本身， 如何对待
批评者，不仅关系到事件走向，更
能衡量一所大学的胸怀。

试想， 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
“走廊医生”事件中 ，院方如果能
够本着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的态
度就事论事， 而不是掉转枪口指
责兰越峰心理阴暗、 存在道德问

题，相信兰越峰不会下岗，她也不
会得到舆论那么多的支持。

同样， 谢灵批评厦大校长就
餐受到优待，已是几年前的事情，
校方完全可以成立调查组， 进驻

食堂进行调查，而不是话锋一转，
抛出谢灵学术不端的道德撒手
锏。 这种从道德上搞臭批评者的
做法，是解决事情该有的节奏吗？

文/刘海明 图/朱慧卿

但愿厦大别出个“走廊教授”
■新闻漫画

■一句话评论
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电

院社区近来想了一招，为老人“私
人定制”二维码条，老人们的个人
信息和身体状况全部记录其中。如
果老人不慎走失，或外出时身体发
生意外，路人扫二维码就可以帮助
他们回家，或实施相应的紧急救护
措施。据悉，此举在长沙为首创。

———让科技创新更好地服务
市民，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

日前，一家名为“草泥马”的文
化公司在株洲工商部门注册成功。
有人好奇它的经营范围，并质疑其
名称是否合法、是否会造成人们观
感的不适。对此，株洲市工商局注
册登记局负责人介绍，以动物名称
注册企业名称，问题不大。

———雷人招牌冲撞道德底

线，这样的公司文化大有问题。
7月7日晚，杭州7路公交车放

火嫌疑人身份已被确定， 警方宣
布该案告破。据央视报道，放火嫌
疑人包来旭长年孤身在外， 有厌
世情绪， 向他人流露过要效仿制
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

———如此 “扬名 ”，岂不是遗
臭万年？

点评：刘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