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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麦收季节，安徽省太和县政府近日明文规定，为杜绝农民焚
烧秸秆，所有收割后的麦茬必须严格控制在10厘米以下。然而，此举会增加
收割成本，导致不少农机手拒绝为村里收割小麦，收割机因此离开，农民十
分着急。(6月3日央广网) 漫画/勾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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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考“发疯”，不足以谈成功

高考在即，紧张的气氛早已从
校园弥漫开来。近日有媒体报道，在
有“高考神校”之称的河南郸城一高，
各种励志的标语贴满了教室，走进校
园如同进入战前的军营，到处都能闻
见高考带来的火药味。

“要成功，先发疯，下定决心向
前冲”，这种流传于校园的“成功
学”或许能助推部分学生走向“成
功”，但也要看到，“不成功”的背后
很可能是一场灾难。对众多学生来
说，高考确实很重要，但是高考绝

不是高于一切的，如果学校片面地
拔高高考的价值，甚至神化高考，
很容易在校园里培养出偏执型人
格者，无论他们将来“成功”与否，
都不是社会之福。

或许有人认为几句标语不值
得当真，事实上这种疯狂早已渗透
到校园日常学习的每一个环节中，
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备战高考的班
级里都会传出“庄严宣誓”的声音，

“我将唤醒我所有的潜能，我将凝
聚我全部的力量”。如果不是在校
园附近听到这么高亢激昂的声音，
旁人或许以为误入神秘组织。这种
口号和仪式有作用吗？如果只看高
考升学率的话，郸城一高这两三年
的成绩足以让其他中学眼红。当

然，成功的代价远比贴标语喊口号
沉重得多。学生们在学校里像训练
有素的蜜蜂，争分夺秒地学习，一
些家长为了孩子在学校附近租房
陪读。高考的“指挥棒”已经严重扭
曲了正常的生活。为高考孤注一
掷，成功便罢，不成功必然是一场
灾难。高考失利的学生难免要深深
地自责，愧对学校，愧对父母。成功
与失败犹如冰火两重天，有多少学
生能承受这种巨大的落差？即便是

“高考神校”郸城一高的一本升学
率也不过是三成左右，如果以此划
线，“不成功”的学生显然占大多
数。一部分学生冲向了被夸大的

“成功”，更多的学生则要遭遇巨大
的挫败感，这显然有悖教育的目

的。
更要警惕的是，高考高于一切

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近日，陕西
长武六名高三学生在撕书减压时
殴打老师。为了不影响他们高考，
当地教育局和学校积极协调，竟然
可以让被殴老师暂不报警，一切等
高考结束再处理。连法律都得让
道，高考能让人如痴如狂也就不奇
怪了。其实，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
逗号，学生最终能否实现人生价
值，有没有健全的人格和全面的素
质教育更为重要。要让学生正确地
看待高考，学校和社会都应该多一
些理性，少一点偏执。那些为高考
如临大敌，甚至要“全民总动员”的
习惯做法，能免都免了吧。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勤查“醉驾”，让“酒司机”不敢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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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
院对10名涉嫌危险驾驶罪的酒司
机进行了公审公判，百余名市民、
媒体记者前往旁听。经审判，10名
酒司机被处以一至三个月拘役，
3 0 0 0元至 1 0 0 0 0元不等罚金的处
罚。（本报今日A14版）

庭审中，所有司机都在重复
“侥幸”“后悔”这两个词，所有司机
都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于
是就有了这样的逻辑：自己不会出
事，交警不会查，即便查也查不到
自己……这次之所以采取集中公
审公判，就是想用这种方式给广大
司机提个醒，让心存侥幸的司机

“醒醒酒”，通过对法律的敬畏，树

立起安全意识。
不过，从庭审中披露的案情来

看，很多司机都有着十余年驾龄，大
家都知道“醉驾入刑”。但即便如此，
他们仍在喝了酒之后驾车，甚至因
此引发了交通事故。而在此次公审
之前，类似的案件也在不断出现，显
然，遏制“醉驾”仍旧任重道远。

事实上，当前的“醉驾”情况相
较数年前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这
离不开基层交警部门经常开展的
集中检查或抽查活动。法律的效力
要靠执行力来维系。考虑到“醉驾”
案件时有发生的现状，相关职能部
门的常态化监管还得坚持下去，并
加大查处力度，让那些“酒司机”不
敢有侥幸心理。（作者为本报机动
新闻中心记者）

通常而言，房产税是作为地
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收
入来源，与调节房价这种市场自
发行为的关系不大。在自由迁徙
的国度里，居民用脚投票，可以
让各个地方相互竞争，在房产税
和公共服务质量之间取得一个
均衡。

但在中国，房价迅速上涨引
发了中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政府
在用稳房价来稳住财政收入的同
时，还要平抑房价，于是房产税政
策就注定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

首先，地方政府不希望房价
大跌，这会影响财政收入和未来
房产税的收入，这样房产税就无
法调节房价。

其次，房产商很容易将房产

税转嫁给购房者，从而房产税也
不可能实现税收的再分配作用，
来缩减贫富差距。

最后，此类税收很容易在
当 前 预 算 决 策 不 公 开 的 情 况
下，被政府用于其他目的，例如
变相给地方官员加薪。这样房
产税就没有被直接用于公共服
务供给，也难以实现以税收养
服务的目的。

如上所言，在中国，房产问
题既和土地财政相关，也和民众
的公共福利相关，问题混杂不清。
在税收目标不够清晰的情况下，
房产税开征在执行中恐怕不仅会
有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且也难以
实现房产税的真实目标。（摘自

《财经》杂志，作者 李华芳）

房产税调控房价的尴尬

葛记者手记 葛媒体视点

在中国人从几千年的中国古
代史中吸取到的教训里面，反对
世袭可谓其中最深刻的教训之
一。但遗憾的是，世袭在中国却未
彻底消失。

大庆油田自爆“家丑”后，就
有媒体披露了同样存在“包分配”
现象的其他一些央企。而近期“关
系户”和“萝卜招聘”、“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现象更是频现，在每年
的就业季，这些话题都会像伤疤
一样被揭开。除了招聘和就业，世
袭也在其他很多方面“施展手
脚”。比如前些年，东北某省曾出
台规定，在该省工作的省级以上
优秀专家和获得博士学位人员的
子女参加高考的，省内志愿学校
录取分数线下照顾20分投档。

世袭意味着出身决定一切，
而不是个人的能力和努力 ;世袭
也意味着垄断和蛮不讲理，从而

也排斥了竞争和规则，这与民主
和法治社会的精神是格格不入
的;世袭为一部分人许诺了未来，
却让更多的人生活在绝望中，制
造了社会不公和矛盾对立。从历
史上来看，世袭固化了阶层，削减
了社会的整体活力，阻碍了社会
的整体进步。

我们相信，封建王朝式的王
位、爵位世袭在今天已经失去了
存在的土壤，但类似在高考加分
政策中“老子英雄儿好汉”式的
世袭却依然顽固地弥漫在社会
的方方面面，侵蚀着公平和法治
的根基。

无论是对哪一种世袭，都必
须保持警惕，并坚决打破。（摘自

《检察日报》，作者麒台）

打破身边的“世袭”现象

今年6月1日，济南市婴儿安全
岛正式启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
有近20名婴童被遗弃在了这里。如
果照这种“速度”进行下去，福利院
的儿童很快就会“满员”、“超编”。

（本报今日A07、A08版）
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担心，发生

在广州的因弃婴过多暂停弃婴岛
的旧事，是不是也会在济南重演。
一项民生之举若是变成了“一锤子
买卖”，显然违背了政策制定的初

衷。因此，在给弃婴的生命提供保
护的同时，还是得想办法减少遗弃
婴儿的行为，提高儿童福利保障水
平才是治本之策。

从本报记者的观察来看，很多
遗弃婴儿的父母，都在留言中坦露
了自己的“迫不得已”，而让父母离
开亲生的孩子，本身就是很令人痛
心的。给予被遗弃婴童生命的关
怀，更多的是种补救措施，发挥的
是社会福利的托底作用，甚至可以
看做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能从源
头上减少甚至杜绝弃婴的行为，不
仅能够从根本上帮儿童福利机构
解决当前面对的困难，更有利于避
免与弃婴有关的人伦悲剧。

这些被遗弃的婴童，绝大多数
都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的，类似弃婴
中常见的脑瘫等，即便长期治疗也
极难痊愈，加在家长身上的压力可
想而知。从过去的报道来看，弃婴
父母的迫不得已，也多是与经济压
力有关，有的家长就是考虑到可能
面对的因病致贫，才忍痛遗弃了孩
子。每每有弃婴事件发生，总能引
起人们对儿童福利保障制度的反
思，如果家长们能够得到更充分的
帮助，情况或许会有很大的改观。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
远”，保护婴童也需要从长计议。儿
童福利的保障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
力，除了在资金上给予帮助，医疗、教

育等方面指导，同样不可或缺。在开
启婴儿安全岛的同时，更值得相关职
能部门考虑的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标
准、协调相互之间的职责等，构筑完
善的儿童福利保障体系，让孩子们享
受到家庭、社会与政府的共同呵护。

值得一提的是，弃婴岛的设置
也是存在争议的，有观点就认为这
纵容一些人的弃婴行为。问题的难
点就在于很难判定这些遗弃亲生
骨肉的人，是无力救治害怕“耽误”
了孩子，还是有条件却不愿意承担
应尽的责任。在儿童福利保障健全
的情况下，“无力救治”的理由就不
再成立了，这对打击遗弃婴童等违
法犯罪行为，无疑也是有好处的。

给弃婴岛“减压”要从源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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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民生之举若是变成了“一锤子买卖”，显然违背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因此，在给弃婴的生命提供保护的同
时，还是得想办法减少遗弃婴儿的行为，提高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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