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警现场“接烟”，屁股肯定坐偏

近来有媒体报道，河南驻马店
市上蔡县一酒店遭到一伙男子打
砸，闻讯赶来的警察不仅当场接过
了带头打砸者递来的香烟，还与其
勾肩搭背走到门口“亲切”交谈。当
地警方证实了该事件，并表示将对
当事民警做出严肃处理。

看到这则报道以及相关的视频
图片，相信很多人都震惊了，这哪里
是办案现场，分明是老友相见。办案
警察与打砸者这般亲热，又怎么保

证执法公正？退一万步讲，即便无法
向寻求帮助的报案人提供“春天般
的温暖”，出勤时最起码也要体现出
警察的专业素养，对待涉案双方采
取公平公正的态度。

这样一件“小事”，实际上反映
了某些基层警察自我定位的扭曲，
不是尽可能地想着为普通百姓服
务，而是选择性地站到了有权有势
者一边，甚至成了违法犯罪的“保护
伞”。在以往的报道中，基层警察为
地方官员或“土豪”守卫私宅的事件
屡见不鲜，地方上大规模的扫黄，也
时常挖出给“淫窝”提供保护的“内
鬼”。至于被拆迁户、老上访户等最
需要感受执法公正的群体，在一些
警察眼里却成了恨不得“除之而后
快”的麻烦。

上述的这些行为，与警察的
职责可谓背道而驰。按理说，警察
的前面是被冠以“人民”的，为人
民服务才是警察最该铭记的宗
旨，而“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已
然成为这一职业的行为准则。看
看那些历年评选出来的“我最喜
爱的十大人民警察”，可都是在做
好本职工作基础上，还帮助群众
做了许多分外事。就算不强求每
个警察都成为职业道德模范，最
起码的公正执法、严格执法，总归
是不能随意突破的。

对于一线的执法人员来说，要
想守住公正执法的底线，就必须表
现得更为专业，因为警察的工作直
接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在某些情
况下，他们对于被执法者更有着生

杀予夺的大权。比如说，该怎样面对
涉案人员递过来的烟，与当事人保
持应怎样的距离，遇到危急情况要
遵循哪些流程，扣动扳机时又该具
备什么样的条件……只有把这些问
题弄清楚并严格遵守了，法律的权
威才能体现出来，人们在生活中才
会认同身边的警察是安全的护盾，
而非维权路上的障碍。

要实现这一点，离不开健全的监
督追责制度，要让那些不专业不敬业
的警察付出应有的代价。否则的话，
明着敢接烟，暗里就敢接钱；今天当
众勾肩搭背，明天说不定就会给打砸
者搭把手。要是到了那个程度，警察
手里的公权力，也就沦为某些有权有
势者的私权，相对弱势的普通百姓，
将陷入不安与自危之中。

明着敢接烟，暗里就敢接钱；今天当众勾肩搭背，明天说不定就会给打砸者搭把手。对于一线的执法人

员来说，要想守住公正执法的底线，就必须表现得更为专业。

□许晓明

网曝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一
男子当街暴打、踩踏3岁男童。警方
通报，嫌疑人是精神病患者。（5月7

日《新京报》）
无缘无故把孩子往死里打，这

种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通
常被称为“武疯子”。类似“武疯子”
突然发作侵害他人乃至亲人的事
件，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在呼吁
精神病人家庭要负起责任的同时，
医疗、公安等相关主管部门更应引
以为戒，尽快制定相应的防控体
系，以有力的公共监护确保公共安
全。

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精神
疾病虽然还无法做到百分百痊愈，

在“不害人不害己”的最低限度上，
实现“可防可控”并不是太大的难
事。暴力倾向精神病人酿成事端的
新闻不绝于耳，已经超出了一般家
庭生活问题的范畴，成为带有一定
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在强调家庭成
员对于病人的伦理道义和法律义
务之外，社会必须及时伸出援手。

出于人道主义的宗旨，对这个
备受精神病折磨的人群，社会有义
务给予必要的治疗和服务。出于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宗旨，对于这一
批自控能力不足的特殊人群，社会
有义务给予必要的监控和疏导。将
暴力倾向精神病人控制在“不害人
不害己”的安全范围内，急需法律
和政策在精神病人救助体系空白
上用力。

“脚踩男童”折射公共监护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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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昱

细观成都这对司机间“你敢超
我、我就打你”的纠葛，不得不让人
感叹，它本来很可能止于一场普通
的社会新闻，在警方公布那段显示
女司机一再“找茬”的男司机车载
视频前。无论网友还是媒体，都在
热衷于感叹“路怒症”的可怕，最早
刊发这则新闻的当地媒体《华西都
市报》在报道消息时，还贴心地配
上了一段《两问路怒症》的评论，开
导广大驾车一族要在行路时心态
平和、切忌冲动。

然而，当引发男司机“路怒”的
原因逐渐清晰起来时，这个故事在
网民中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了男司
机“路见不平一声吼”痛殴奇葩女
司 机 的 传 奇 故
事。在新浪、凤凰
等评论的投票栏
中，认为女司机
该打的投票比例
长时在70%-80%

的高位上浮动。
《四川日报》的微
博“蜀叔辣评”简
洁有力地总结了
该女司机招人恨
的原因：“女司机
先以强者姿态挑
衅，又以弱者面
目博同情”。与传
统媒体尚且保留
一点文人的含蓄
不同，网民们更
多地选择了直抒
胸臆：有网民评
论称，“真正把事
件升级的是女子
又高速追上去，
别着男子差点撞
上电动自行车，
男子躲避自行车
她 还 补 一 脚 刹
车，女子坏到骨
头里。”在圈内有
一点名气的微博
号@评论员李铁
甚至公开宣称：

“这女的什么时候出院，赞同再打
一次的顶我。”该条微博获得了数
千网友的点赞。

眼看着原本平常的“路怒症”
讨论演化成一场对于被打者的大
批判，事件发生两天后的5月5日，
中青报发表了题为《为暴打女司
机叫好让人不寒而栗》的文章，
旗帜鲜明地向弥漫网络的戾气
宣战。文章指出：“为暴打女司机
叫好，不仅是为暴行鼓掌，也不
仅是性别歧视，更是戾气弥漫的
典型体现。只为一点点小事，就
不惜把对方往死里打，旁边还有
一群叫好的看客，这是一个多么
恐怖的画面。为什么如此简单的
是非判断，却不能让围观者达成
基本的共识？崇尚暴力解决问题的
人，怎么可能真正将交通规则放在
眼里？批评别人不文明驾驶，自己
却在为暴行叫好，在这样的双重标
准下，所谓文明无非是强者给弱者
定下的规矩而已。”

可以看出，作为一家全国性的
报纸，《中国青年报》思考的命题似
乎都是“文明”“强者、弱者”等等宏
大概念。但由草根阶层支撑的网络
显然不是这类主流观点获赞的地
方，不少网民抓住评论中“一点点
小事”的表述痛批：“这是小事？高
速行驶突然变两条车道差点造成
严重追尾，后车还坐着孩子，这是
小事？难怪开车害人的都理直气
壮。”有人甚至对之前提出的“路怒
症”命题本身也产生了质疑，一篇
题为《暴打女司机不对，但忍让更
可悲》的微信评论称：“‘路怒症’神
马的，就别瞎扯淡了，对随意并线、
插队加塞、会车开大灯等不讲规矩
的行为不去总结，反倒给怒斥上述
行为的人总结出‘是一种病’，专家

们真心是闲得蛋
疼。如果指责不
文明行为是一种
病，那做出不文
明行为的人得的
又是什么病，对
不文明行为视而
不见的人又是一
种什么病？看着
这些病不断蔓延
而不去治理的人
又是什么病？”照
这个趋势发展，
对于男女司机孰
是孰非的争论，
说着说着又要被
归结到“体制问
题”那里了。

当然，评论
中也不乏各打五
十大板者，比如

《 新 京 报 》的 评
论 ，就 站 稳 了

“（双方）自食其
果谁都不冤”的
立场。文章行文
仿若遁入佛门，
大 谈“ 善 恶 因
果”：“当我们把
文明当作一种结
果的时候，其实
也不难发现，其

不可能只有一种原因。恶恶相磨，
负负得正，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
有可能。所以，有位朋友说，‘文明
是打出来的’。我认为，这就是一种
片面而深刻的道理。”

《新京报》说了这么多，无非是
想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同样是这
个道理，网友的总结则比较奔放而
明晰，“混蛋打了个贱货”、“混蛋打
了傻逼一顿”、“欠揍的碰上了狂犬
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抛
去这些糙话不提，@李想的一句评
论倒是深有见地：“女司机出院以
后再也不敢这么开车了，减少了对
社会的危害；男司机出狱以后再也
不敢这么打人了，同样减少了对社
会的危害。”

看来，文明是不是打出来的虽
然难说，但这一架对于国人遵守交
规的意识来说，确实不无裨益。

打出来的文明

这两天，互联网上一
直在热议一起在成都街
头发生的暴力事件，一名
女司机因驾车时随意变
道并阻碍他人行驶，被一
名男司机拉下车暴打。与
事件本身相比，更引人关
注的其实是事件发酵过
程中，网络民意如同孩子
脸般地变来变去：随着案
件细节的曝光，民意从一
开始对男司机“下手重”
的愤恨，快速反转成了对
女司机的一致讨伐。剧情
翻转之神速，不得不让人
感叹：司机很凶猛，但比
司机更凶猛的是民意。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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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马拉松”

是改革必答题

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而来的
盖章审批制度，不少已经与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格格不入，与政府
和市场应有的关系格格不入。削减
审批事项，减少“印把子”对经济生
活的干涉、释放社会活力已经成为
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

目前，仍有一些地方部门对行
政审批改革思想上不端正、落实上
不到位，继续打着文件要求、部门
规定的旗号，对身份证明、资格认
定等诸多事项设置关卡，看似有章
可循，实则权力错位，贪恋公章上
的权力本质是惦念着“印把子”背
后的利益。

让群众办事更容易，是当前全

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围绕这个目标，行政审批体制改革
必须对症下药、落到实处，“权力清
单”和“责任清单”必须尽快推开，
权力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也应当
尽快建立健全。此外，还要建立科
学的部门考核机制和人员退出机
制，倒逼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转
变观念，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推
动改革稳步深入，相关部门需要主
动作为，不断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等新技术和新手段，来有效提升社
会管理水平、提高社会管理效率。
同时，需要用改革推动转变，用制
度巩固成果，用法律筑牢根基。让
创业者不用跑“公章马拉松”就能
找到人生出彩的机会，让更多群众
真正享受到深化改革释放的红利。
(摘自新华网，作者闫祥岭)

葛媒体视点

葛公民论坛

□范子军

在养老金支付能力堪忧的背
景下，个人账户是否应“充公”引得
满城风雨。（5月7日《京华时报》）

尽管普通劳动者对养老金收
支情况并不完全清楚，但大家不难
从媒体网络不时传递的信息隐约
觉察供需的不平衡。随着中国步入
老龄社会进程的加快，这一矛盾势
必日益加剧，造成这一格局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有历史遗留因素，有
制度设计因素等等。尽管有关专家
说得颇为含蓄，“提高个人缴费率
是解决资金供需矛盾的一个选
项”，但让人们十分费解的是，破解
养老金缺口难题何以总是打劳动
者的主意？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有识之士

都在呼吁，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劳
动者个人来说，当下的养老缴费标
准都显得过高，要求降费、减负的呼
声颇为高涨，如今屡屡有所谓专家提
高个人缴费标准的动议，让广大劳动
者情何以堪？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不少劳动者正是因为缴费水平偏高，
停止缴费或滋生停缴养老保险的念
头，此建议倘若成现实岂不是逼着更
多人放弃社保，令当下面临的养老
金缺口难题雪上加霜？

让普通劳动者享受更多改革
发展成果，是国家明确提出的施政
理念，创造条件不断提高、改善社
会保障水平，体现了政府的担当。
倘若一有困难总是让劳动者、老百
姓自己去扛，不但使养老保险失去
应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而且会挫伤
民众信心。

养老金难题别总让劳动者扛

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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