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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自带桌椅上学，GDP再高又有何用 是不是“黄金甲县”、“单
骑县”、“幸福时光县”、“大红

灯笼县”、“秋菊县”等等都将
应运而生？

——— 作为外景地，湖北
远安县希望充分利用《山楂
树之恋》和张艺谋的影响
力，发展旅游经济，将远安
县改叫“山楂县”，有网友感
叹。

好像请兽医给人把脉。

——— 网友认为，赵本山请
易中天创作小品是着险棋。

像是一个没衣服穿的贫
苦老人。

——— 来自《南方周末》舟
曲泥石流灾难报道。记者用这
句子描述他们看到的大灾后
的舟曲地貌。

孩子不是你的再版前言
和后记。

——— 语出学者崔卫平，他
说父母不能用权力把孩子纳
入自己的框架，变成第二个
你，这样的父母太不切实际
了。

踩轮。

——— 意指小白老鼠在笼
子里不停地爬，以为自己已经
前进了很多，其实始终在原
地。网友用“踩轮”来比喻我们
这些为稻粱谋者，何其形象
啊。

小潘两口子能捐多少？

——— 巴菲特来华劝捐，

SOHO张欣潘石屹夫妇成为
头一个。还有谁上了劝捐名
单，组织方三缄其口。

《唐山大地震》应该改名

叫《妈妈再爱我一次》。

———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
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
说，一部名为《唐山大地震》

的电影，不记录苦难，不进
行历史反思，反而用民族的
伤口催泪赚钱，只能称它为

“恶俗”。

有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
大国。

——— 网友认为，真正的大
国，必须要重视自身的文化，

包容外来价值观并求同存异，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全世界的
尊重。

□李 辉

又到一年开学时。河南
省洛阳市孟津县的一些中小
学校里，孩子们不得不自带
桌椅上学。(9月2日《工人日
报》)

读罢新闻，笔者最先想到

的是：学生自带桌椅上学，GDP

再高又有何用？——— GDP的高
低并非不重要，可是如果大家
的眼光只盯着GDP，却连学生
上学的必备桌椅都保障不了，

那真是教育之耻，GDP之耻，

社会之耻。

GDP虽高，教育经费却不
足，这是一个长久之痛。早在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

世纪末要达到4%。而这一比
例，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
中国家平均水平。但到2006年，

中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
仍只有2 .41%。直到今年，我国
GDP上升为全球老二，教育投
入还是没能占到 GD P 的
4%——— 今年7月29日，《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2012年达到4%。”

具体到孟津县来说，它
并非“穷”县，2009年GDP已
突破百亿元大关。而“中小学
生自带桌椅上学已有十几年
的历史”的孟津县麻屯镇，仅
今年在建的千万元以上项目
就达38个，总投资16 . 7亿元，

财政收入也十分可观。当地
抓GDP的劲头如此之大、效

果如此之好，可对教育的管
理，对教育的热情，对教育的
责任，又体现在哪里呢？

教育关系到孩子的未来、

社会的未来、国家的未来，一
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我们发
展GDP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
为了表面的光鲜，老百姓不能
从中得益，这样的GDP越高，

其对百姓、对社会、对未来的
欠账就越多。

挂号当饭吃

近来牙疼，笔者去某三
甲医院看大夫，说是要去三次
才能治好，大概花费五六百
元。结果重复治疗三次之后，

大夫告知死髓牙日后容易咬
劈裂，需要打桩套罐，一算价
格两千以上，脑子一片空白。

大夫似乎看出点什么，说
钱够不够，这次先交一千吧，

剩下的下次再交，对了，别忘
了交这次的挂号费。笔者再也
憋不住怒问，这些不应该算一
个手术吗？大夫头都没抬，你
今天吃了饭明天就不吃了吗？

拿挂号当吃饭折腾，真就不怕
砸“饭碗”吗？ (肖彬)

偷梁换柱

去附近的超市买牙膏感
觉有点怪，货架上稍微贵点
的品牌牙膏盒里都空空如
也，选中什么牌子的牙膏得
带着空盒子去收银台，营业
员收钱后，再将牙膏装在盒
里。

超市营业员为何费神费
力如此卖牙膏？收银员说：“这
是因为常有顾客‘玩掉包’。在
便宜牙膏盒子里狸猫换太子
装贵一点的牙膏，搞得超市苦
不堪言。”人一旦失去了诚信，

整个社会都将付出高昂的成
本。贪小便宜的人也不能例
外。 (范淑玉)

□乔显佳

前几天，一位在考古所
工作的朋友向笔者说起数
年前一件令他难忘的事
情——— 一家外国规划设计
公司对文物的态度及思维，

与当下很多国内开发建设
者迥然不同。

2006年，济南的唐冶新
城要做一个总体规划。英国
一家著名的全球公司参与
了这个项目。当时，这家考
古所向本地媒体提供了一

份新闻通稿，其中提到唐冶
新城地上、地下现存文物
古迹。英国公司闻讯后很
感兴趣。经过沟通后，他们
将这份文稿翻译后传回英
国，由公司聘请的考古顾问
提出意见。几天后，考古顾
问给中国同行发来了一份

“问卷”，以中、英两种文字
客气地提了几十个问题，如

“是否对挖掘后的分析、报
告和陈述设置了时间表”

“是否曾向当地居民征求
意见”“是否可能面对当

地居民和其他感兴趣的
团体，设置开放日、实地
参观，或临时展览”……

外国同行的专业态度让
笔者的朋友很受震动，然
后认真做了回答。尽管该规
划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外
国公司竟然有自己的考古
顾问”，让考古所的工作人
员想起来都会十分感慨。

这个英国公司的做法
让我们思考，在二十一世纪

的今天，企业、公民应该怎么
对待一个地区的文化遗迹？

□赵健雄

8月中旬以来，网上就

流传湖南金浩茶油被查出

含致癌物超标6倍的消息，

但随后该公司发表了辟谣

声明。在媒体追踪与逼问

下，真相逐渐得以披露。

对当事者愤怒问责的

同时，人们难免追究监管

部门的责任。据媒体引内

部人士透露的情况，承担

此责的湖南省质监局早在

年初就已发现产品存在问

题，也责令企业整改并对

相关产品召回，却始终没

有向公众发布有关消息，

称“为维持稳定”。

事实上，这样做也确

实维持了货架上相关产品

的“稳定”，乃至给了金浩

“辟谣”的空间。然而人们

不禁要问，这是消费者与

整个社会需要的稳定吗？

对信息实行管制曾经

是传统社会的做法。那时

候，不但生产安排、产品分

配由少数人决定，就是与

此有关甚至无关的信息是

否可以流通，也由他们决

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

就早就证明了这种模式对

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极其不便与不利，而信息

自由流通是现代社会的必

要前提。商品经济的本质

乃当事人，依据各种信息

的分析判断而后采取有利

于自己的行动，如果信息

被遮蔽，有可能采取正确

的应对行为吗？

没有人能够替代当事

者的分析判断及进一步采

取行动，正是市场经济的

活力所在。今天谁还认为

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他有

权力代替当事者决断？我

们无从知道，湖南省质监

局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是

依然停留在从前的思维习

惯上，还是别有隐情？

《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明确要求：“自确认食品属

于应当召回的不安全食品

之日起，通知消费者停止

消费”，因为信息很难对

等，消费者是消费活动中

利益相关却通常处于弱势

的一方，本来监管部门的

职责正是保护这个群体。

但在查出问题后，湖南省

质监局却选择对消费者秘

而不宣，尤其明知召回产

品数量远低于生产与出货

数量时仍然如此，这不是

公然违法吗？

目前，“维稳”成了一

些部门隐瞒与不按法规处

理问题的借口。稳定当然

是需要细心维护的，但真

正的稳定只能建立在各方

利益的相对平衡与整个社

会的公平公正上，舍此，尽

力掩盖问题，尤其是对弱

势群体的欺骗和糊弄，眼

前或许也能蒙混过去，却

注定埋下更深的祸根。

湖南省质监局如此做

法，更大的恶果还在于，它

使政府相关部门的公信力

受到质疑，以后在类似问

题上，我们还能相信谁？吃

不吃茶油，可以有许多选

择，但对这种自作主张遮

蔽与消费者利益相关信息

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

果听之任之，由此而来的

只能是社会的倒退，而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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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为了表面的光鲜，老百姓不能从中得益，这样的GDP越高，其对百姓、对社会、对未来的欠账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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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不是掩盖真相的借口

来自英国的考古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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