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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辉

针对近期房地产市场乱象，住房城乡建设部
会同公安部、司法部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在
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
行为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决定于2018年7月初至12月底，
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开展专项行动。

近年来，中央多次重申“房住不炒”总原则，
并始终坚持从严调控不动摇。目前，房地产市场
精细化、多样化调控正有序推进，一些地区和城
市结合本地房地产市场和房价增长实际，先后出
台了一系列旨在落实“房住不炒”方针，有效稳房
市、控房价的区域化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

与此同时，在房产暴利的驱动下，各地房地
产市场也呈现出了新的不良状况， 出现了各种

新的炒房投机套路。特别是一些开发商与中介、
炒房团勾结起来，一唱一和，以各种手段共同炒
作房市、哄抬房价，攫取了巨额暴利，严重破坏
了公平交易秩序，损害了普通购房者和“刚需”
一族的权益，制造了“房价暴涨、赶快抢房”的假
象和紧张氛围， 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增速
水平，导致整个楼市暗流涌动，社会“购房焦虑”
情绪蔓延。

此次专项行动堪称一场楼市 “及时雨”。据
了解，这次行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
打击操纵房价房租、捂盘惜售、捏造散布虚假信
息、制造抢房假象 、哄抬房价 、违规提供 “首付
贷” 等投机炒房团伙； 二是打击暴力驱逐承租
人、捆绑收费、制订阴阳合同、强制提供代办服
务、侵占客户资金、参与投机炒房的房地产“黑
中介”；三是打击从事违规销售、变相加价、一房

多卖、霸王条款、价格欺诈以及限制阻挠使用公
积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四是打击发布不实房
源和价格信息、进行不实承诺等欺骗、误导购房
人的虚假房地产广告。

此次专项行动可谓指向清楚、要点突出，刀
刀“见血”，由此也能看到中央严打房地产行业
乱象的决心及力度。 它绝对不是什么虚晃一枪
的“假把式”，更不是摆摆样子、造造舆论声势那
么简单，其成果和实效都值得期待。《通知》不仅
对专项行动的组织开展提出了多个方面的严格
要求， 而且强调要坚持整顿规范和制度建设并
重、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督并重、加强管理和改善
服务并重、投诉受理和主动监管并重，以建立房
地产市场监管的常态长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中央政府的有力调控下， 房地产市场能真正达
到让老百姓满意的目标。

李先梓

6月26日，河北衡水第一中学邯郸分
校在磁县校区举办迎接新高考首届主题
峰会。 该校门口停放了两辆霸气十足的
坦克。这两辆退役的坦克车身上印有“八
一”字样，编号分别为“985”和“211”。

无论是作为公立学校的河北衡水中
学， 还是作为民办高中的河北衡水第一
中学，都曾以“高考工厂”模式、“军事化
管理”闻名全国。而河北衡水第一中学邯
郸分校作为河北衡水第一中学在邯郸的
唯一合作办学单位，显然要承继“军事化
管理”这一堪称为“法宝”的管理模式。在
校门口安放两辆坦克的隐喻不难解读：
一是高考彩头隐喻———两辆坦克的编号
分别为 “985”和 “211”，当然是希望学子
考上自己心仪的985、211高等学府；二是
教育教学战争化。 正如该校工作人员所
表示 ，“希望全体师生充分发扬不畏艰
险、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团结奋进、敢打
必胜的战斗信念、战斗意志、战斗作风和
战斗气质”。

把各项工作都当成战争或者战斗，是

我们从战争年代就形成的一种传统，至今
仍有“各条战线”的说法，由此，在各个领
域的工作动员和实施过程中，类似的战争
口号和战争术语仍然颇为多见。 但是，把
教育比喻成一场战争，实在是对教育教学
工作的严重误读，也是教育理念的严重异
化。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让学生学会做
人，学会做好人，做文明人，做对社会有用
的人。基于此，教育首先就是要优化学生
的心灵品质，把学生培养成拥有健全人格
的“大写的人”，其次才是让学生拥有丰富
的学识素养和能力， 将来服务于社会国
家。学校要求老师和学生处处体现出“战
斗”的姿态和内涵，我们不禁想问：究竟是
要师生和谁作战？在这种导向下成长起来
的学生难免让人心生隐忧。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有句名言：
“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
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
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教育成了战争，
就会忽视“人”的真正培养，就会偏离教
育的本质目的， 就会真的有人在这场战
争中沦为牺牲品。而这，绝对不是教育所
该有的正道。

房清江

如果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可能会因违法
被处200元以下罚款，并被拒收垃圾；你所在的
区如果有垃圾处理终端接收处置其他区的生活
垃圾，将可以获得“生态补偿费”……《广州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7月1日起将正式实施，条
例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明确不分类即
违法， 并创新了一系列制度机制， 比如计量收
费、可以拒绝接收、设立分类指导员等。

国内一些城市先后提出并实行垃圾分类，

已有近20年历史。近些年深圳、北京、广州等城
市通过立法建立了强制分类制度， 但制度进步
与垃圾分类执行的实际效果并不“合拍”。这很
大程度说明， 垃圾分类不只是管理与立法的问
题，还需要绵绵发力、久久为功的观念引导、习
惯培养、 积极性调动， 法治之外还需下更多功
夫。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势在必行。 通过惩治来
约束单位和个人履行分类责任，是必要的手段。
但垃圾分类执法处罚难是可以预见的问题，毕
竟其涉及面太广、管理执法成本太高。因此，垃

圾分类更要有赖于服务与引导的提高 ， 而非
“罚”字当头。基于此，城市管理者大有可为。比
如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加大
基础投入，抓好清运对接，为居民定时投放垃圾
提供便利，建立奖励机制调动居民的积极性；比
如推出可回收垃圾有奖积分、 可回收垃圾冲抵
物业费等办法； 发挥经济的调节作用和资源回
收企业对接服务的共建作用， 实行垃圾按量计
费机制，采取阶梯收费方式，奖罚并举，带动居
民垃圾减量与分类； 引导和鼓励废旧资源回收
机构进社区服务， 定时或预约回收居民手中可
回收的垃圾等等。诸如此类，在推进实施垃圾分
类中都应当积极探索， 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体系。

“亲,帮我家孩子投个票吧”“今天继续投哟,
一天3票哦”……相信不少人在朋友圈或微信群
中都收到过类似信息, 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
为人际交往的一种负担。近期 ,浙江省教育厅发
布通知,明确规定凡是涉及学生(幼儿)个人荣誉
的各项评选活动, 原则上不得采用面向社会的
网络投票。

这一规定让网友纷纷点赞支持 , 并被建议
向全国推广。当下，网络投票作为社会机构的活
动推广手段被广泛运用，但将其应用于学生（幼
儿）评优则难免变味走样、产生消极影响。

画/刘军 文/高适

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是民心所向 “985”坦克：
令人担忧的教育战争化隐喻

垃圾分类要“罚”更要“导”

陈广江

贵阳的小杜日前不慎把一部苹果手
机掉在了出租车上， 谁料手机流到了贩
卖手机的人手里， 而当事出租车司机声
称“交3000元就能找回来”。原来，出租车
行业存在所谓“帮忙代捡”服务，即只要
乘客有贵重物品掉在出租车上， 出租车
司机自己不捡，而是打电话叫人来“碰巧
捡到”，双方通过倒卖这些“遗失物”分割
利益。

捡到贵重物品拒绝归还或索酬明显
过高的现象并不新鲜， 但像出租车行业
的这种“帮忙代捡”服务尚属少见。既要
谋取不义之财，又想规避风险，某些出租
车司机可谓煞费苦心。

应该说，当事的哥“拾金而昧”的手
段的确很狡猾、隐蔽：发现了手机，自己
不去捡， 打电话让别人来捡，“有钱一起
赚”，即使事后公司或相关部门调取车内
监控调查，的哥也能撇清责任。

也许是屡试不爽后得意忘形， 面对
失主小杜主动奉上的1000元酬谢， 当事
的哥赤裸裸地加价索要3000元， 并和盘
托出了“行规内幕”：“帮忙代捡”服务已
经形成了一定规模， 有些人甚至公开发
名片招揽“业务”。

旅客物品遗失在出租车上， 司机拾
金不昧、主动奉还值得称赞，合理收取酬
谢也无可厚非。但若司机“拾金而昧”或
变相“拾金而昧”，不仅在情理上站不住
脚，还涉嫌违法犯罪。所谓“帮忙代捡”不
过是掩耳盗铃的遮羞布， 而且这种伎俩
很容易被识破。

爱财之心无可非议， 但无论如何都
要取之有道，守住道德底线和法治底线，
否则，无论手段多么隐蔽，最终只能是搬
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黑幕被曝光后，相信
涉事出租车公司及相关部门会介入调
查，给社会一个交代。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的的哥必然付出代价，“帮忙” 捡手机的
人也难逃干系。

“帮忙代捡”岂能成为
昧心不义的遮羞布

新闻漫画

禁止“网络评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