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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看客

微博指望匿名来传播真话
推动进步，终究只是一种无序
的、低质量的运行状态。同时，还
可能承担匿名流播爆炸性谣言
的破坏性代价。

北京决定微博实名制后，引
来各界对今后微博发展的悲观
与乐观预见，而且看法互有所
持。但共同的依据点就是，真话、
真实的信息是微博发展的生命
所在。而得出不同预见的焦点则
是，实名制是否成为真话的制度
环境。

对实名制后不敢说真话的
担心，是可以理解甚至是有道理
的。一个显见的担忧就是怕打击
报复。此前个别地方还有人因言
获罪、被“跨省抓捕”。实名之后
是否更会如此？即使一些人不敢
明目张胆，背后给你穿点小鞋找

点麻烦也有可能。因而，基于这
种担忧，一些博主就可能不敢说
真话，而习惯于传播一些花边新
闻、每天的菜谱和“今天天气哈
哈哈”之类的言说。

不过事情也有另一面。微博
发展至今，在第一时间传播了大
量真实、准确、有效、全面的信息
的同时，也流播了小道的、虚假
的、造谣的不良信息。假设有一条
不实的但绝对是爆炸性的信息被
一个匿名者上传后，又恰巧被一
个实名博主轻信而转发，再被有
千万粉丝的博主转发，那么，此条
不实信息就会在现实社会中产生
爆炸性影响。因为公众未必相信
一个匿名者，但一定相信那些实
名博主特别是有千万粉丝的知名
博主。

在社会发展中，指望匿名

来传播真话推动进步，终究只
是一种无序的、低质量的运行
状态。同时，还可能承担匿名流
播爆炸性谣言的破坏性代价。
社会的发展，终究要靠建设性
力量的推动。微博在初期运行
一段时间之后，是需要制度的
建 树 来 释 放 这 种 建 设 性 的 力
量。实名制为释放这种建设性
提供了可能。

可以这样预期，实名制的推
行，基本可以消除匿名的破坏性
力量，同时也还可以有效承继匿
名的建设性力量。对前者没有人
会怀疑，对后者人们则有上述的
担心。消除这个担心的办法就
是，各方都要遵守一个共同的游
戏规则。微博主要遵守，管理者
要遵守，权力者同样也要遵守。
因为微博的发展将意味着，谁不

遵守这个共同规则，谁就可能付
出代价。

在这个共同规则之下，对于
微博主来说，实名之后会提升其
公信度，造谣等各类信息没有生
长空间和土壤，传播的信息因为
负责任而有质量和有分量。对于
管理者和权力者来说，这个规则
其实不是管理的权杖，而是自己
也必须遵守的规范，如果有打击
报复现象，却没有一个说法或说
法不能服众，最终损毁的是自己
的公信力；如果对博主的一些真
话和真实的信息没有直面的回
应，最终也会失去威信。显然，这
对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
是更大考验。

这个规则目前看，更多的是
约定俗成，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
之后，必会走入实践。 (吴乔)

近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
节目《“防辐射服防辐射”谎
言？》实验结果表明，现实生活
中穿着防辐射服，不仅起不到
防护作用，反而会让防辐射服
内的辐射强度变大。

这恐怕是消费者想不到
的。更让消费者想不到的是，权
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1991年就发表论文认为《电脑辐
射和女性流产没有直接关系》。

无论是横比还是纵比，今
天的中国消费者其实已经表

现得足够“淡定”了。通过一个
又一个食品安全事件，掌握了
一个又一个专有名词，学会了
一个又一个鉴别质量的土方
法。换一个时空，无论先民还
是老外，恐怕都会瞠目结舌、
无所适从。

防辐射服，其实卖的就是
一个概念。据调查，由于防辐射
产品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目前
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的行业标
准，既不属于医疗器械，也不属
于工业产品；防辐射服的生产、

销售等环节，也都还处在一个
无人监管的空白状态。

新兴产业，并不是失管的
理由。随着技术的不断推进，
市场上新产品层出不穷；即使
技术创新跟不上，也可以来个
概念创新。如果因其新而不
管，因其无标准而不问，这是
不是意味着消费者必须随时
处在风险中？

有效的监管，公众希望的
监督，成熟市场应有的监督，一
定是主动的无缝隙的。

防辐射服“防”住了谁

格常言道

传统上，植物油是“榨”出来
的。当人们听说有的油是用有机
溶剂“浸取”出来，难免困惑：为什
么要用有机溶剂，难道不怕残留
有毒物质吗？

所谓的“浸出”，是用一些非常
容易挥发的有机溶剂去“浸泡”打
碎的油料种子——— 最常用的是正
己烷，而中国常用的“6号轻汽油”则
是正己烷和环己烷的混合物。植物
油与这些有机溶剂的亲和力更强，
因而油会跑到溶剂中。浸好之后去
掉油料残渣，就得到了溶剂和油的
混合物，再稍微加热，就可以除去
这些溶剂，从而得到“粗油”。“粗油”
经过进一步的纯化精炼，就得到了
纯净澄清的植物油。

传统的“压榨法”设备简单，操
作也容易，小作坊就可以进行。出
油率低是其最大劣势。不同的油料
和压榨工艺产率不同，一般而言能
把70%的油榨出来就很难得了。“浸
出法”需要的设备和工艺比较复
杂，但其优势也很明显。对于消费
者来说，直观的感受就是：浸出油
总比相应的压榨油便宜。

浸出油必须要进行精炼。相
对于没有精炼的压榨油，浸出油
的颜色和味道都要淡许多。消费
者喜欢压榨油，也愿意付出更高
的价格。所以，一些厂家会先进行
压榨，获得高价的产品。然后对残
渣进行浸取，来回收其中的残油。
为了获得更多的“压榨油”，会对
油料进行反复高温加热。有机物
在高温加热的时候可能产生多环
芳烃之类的致癌物，比如最常见
的苯并芘。

最后，这些致癌物会进入油
中。如果为了提高压榨的出油率
而进行高温加热，倒是有可能产
生。不进行高温加热而“冷榨”，出
油率就要低得多，相应的价格也
就要贵多了。

浸出油不致癌

高温压榨或有害

格三言两语

教材背后的理念之忧

“我国中小学生睡眠时间持续减
少，其中近八成睡眠不足。2010年，中
小学生在学习日的平均睡眠为7小时
37分，比2005年减少了1小时22分，在
周末的平均睡眠为 7小时 4 9分，比
2005年减少了1小时47分。”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
的《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
报告》表明

他们作文中的泪水，都是假的。
——— —— 有人随机调查了武汉三

镇221名学生，发现其中71人的作文
题材为动物死亡或丢失，但这71人
中，近半数从未养过宠物

太极拳象征着优雅、从容。
——— —— 生活在福州的芬兰大叔

马瑞南感到奇怪，中国的车辆在斑马
线上都不愿让人。于是他决定在斑马
线打太极拳拦车

人们不再为忘记回电话或者给
朋友发送生日贺卡而内疚了，因为他
们知道，自己忘记的事情中有很多比
这些更重要。

——— ——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半数
英国人因身负生活与工作双重重压
正变得更加健忘

格热点围观

微博实名制：
是否意味不敢说真话

格另一面

教材，作为传输知识的范
本，直接影响到孩子智识的养成
和价值的塑造。从叶开的批判和
民众的忧虑来看，当前的教材或
不太适合孩子成长。而教材之所
以不能与孩子的智力和价值成
长相契合，其弊因恐怕还是在于
教材编写者和编写机构的价值
理念的偏失。

从小培养孩子的大局意识
和雄心壮志，自然没什么过错。
但如果孩子的价值养成，永远都
处于空洞口号引领下，那么难免
出现价值迷茫。信念和价值的塑
造，不应该是简单灌输，而应给
予他们判断的能力和思考的土
壤。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语
文也好，德育教材的编写也罢，

传递的内容理应是常识性的东
西。只有基于常识和基础认知作
出价值判断，个体价值信念的形
成才会具象而不抽象。

成人世界发生的价值冲撞
和价值迷茫，恐怕跟教育、教材
脱不了干系。我们因为常识匮
乏，因此很容易丧失判断的能
力。而当下教材中，所充斥的多
是高屋建瓴的理念，不但常识内
容匮乏，甚至在理念的灌输欲望
中迷失，出现诸多常识性的错
误。

单纯把教材当成理念输出的
工具，不去考量孩子成长期的接
受能力，这样的教材编写者和教
育理念的制定者，无疑是狭隘的。
教育理应是为文明的进步和个体

智识的成长而存在的，并不是为
了其他。因而，无论是从教材还是
教育体系，都应是以常识作为基
础，不能将知识强行灌输给孩子。
学生的作文为什么会撒谎，撒谎
的教材和教育，怎能不培养出撒
谎的学生？失去真实和常识，学生
的价值构造也就变得虚空。

当语文不再是识文断字，普

及常识和叙述真实的工具，那么
过于偏激的填鸭教育，难免会对
价值成长期和判断能力培养期
的孩子造成伤害。自由的思想，
创造的精神，不是来自于单方面
的灌输和训诫，不是来自对空洞
理想和宏大口号，而是源于常识
的丰富，源于真实的判断。

(时言平)

“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是一名职业文字工作
者的呐喊和忧虑。近日，《收获》杂志编审，作家叶开把批判的
矛头指向当前的语文教材编写体系。一些高校学者、小学老
师、儿童文学作家也加入到这一行列。(12月19日《中国之声》)

多数时候，资格两字带着冰
冷而挑剔的寒意，而一线之隔、
内外有别的候选者，自然也有着
完全不同的心境和体会。

准入资格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八
个字是岳麓书院的金字招牌。不
过，在岳麓山打造一座用豪华奢
靡也不足以形容的高端“会所”，
是不是也算“才华”之一？在这座
戒备森严的“麓山沁园”里，包厢
消费万元起步，穿山甲、娃娃鱼等
珍稀动物可以端上饭桌……更绝
的是，管理者说了，“这里是文化
基地，总是要文化人，才能进来的
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财与才，
竟成了通假字。听说要停业整顿
了，“才人”们该郁闷了吧！

租客资格

“通过四六级者优先”，这一
条要求倘若出现在招聘启事上自
然再普通不过，但是如果出现在

“招租信息”里，难免就要让租客
们默默倒吸一口冷气了。贴出这
一“吸引眼球”招租贴的房东，毫
不讳言就是要用这一“资格”门槛
来筛选租客，并将四六级证书看
做是“高素质”的保证之一。应该
说这位卖方市场的房东聪明地找
到了一项“硬指标”参数，但是话
又说回来，谁能保证英语能力和
一个人在生活自理和诚心做人的
素质就是那么的“正相关”呢。

外教资格

近日，新闻爆出南京一家学
费令人咂舌的高级幼儿园，其中
担任外教的老师竟然是“菲佣”。
记者开展明察暗访：一边是孩子
家长对教学和管理质量的严重不
满甚至退学离开，一边是幼儿园
声称“菲律宾籍老师都是大学本
科”的勉力辩解。但是无论如何，
幼教的专业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外教的聘任可以与国籍无关，甚
至可以与学历无关，但是，究竟有
没有有效的“资格”认证，让家长
们可以放心地把孩子交到那些其
实和他们素不相识的人们手中？

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但这的确又该是
个重大新闻。如大家所知，PM2 . 5是灰霾天能见
度降低的主要元凶，而且是人体健康最可怕的杀
手之一。它是看不见的有毒颗粒，可以直接被人
吸入肺泡，并通过肺泡和支气管进入血液，诱发
各种肺病、哮喘、支气管炎，以及心血管疾病等。

灰霾的狰狞面目，我们却已经习惯了灰霾
天气。但这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一方面愤
恨灰霾，另一方面又任其发展。例如买车开车、
焚烧垃圾、工业废气排放等助长灰霾的行为，
依旧有增无减。

有鉴于此，我从有毒空气中所嗅到的灰霾
气息，远不如“温水煮青蛙”所发出来的气味浓
烈。青蛙习惯了逐渐升高的水温，换来了不妙
的结局，将青蛙置换成人，道理亦然。想想看，

部分大城市的灰霾天数是怎么发展到全年
30%以上甚至半年的？当然不是一天两天，而
是在对日益恶化的空气质量失去“知觉”的情
况下，逐步恶化的。

显然，净化空气要靠政府与民众共同发
力。如果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高谈阔论所谓
行车权，毫无意义。西方国家对车辆使用的燃
料有强制性环保标准，对环保车辆(如自行车、
电瓶车)有保护政策；至于高污染企业，则一律
淘汰到国外，对高污染产业的产品，主要靠进
口或国外加工来解决。例如美国知名品牌美泰
玩具、苹果电脑等，其本国根本就没有工厂。这
些理念无疑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当然，前提
是我们的发展观与考核体系与这些理念没有
冲突。 (椿桦)

失去“知觉”比灰霾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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