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制丧葬陋俗，官员应走在前面

乍看是天坛，细看是墓地，这
个清明节期间，武汉新洲区的一处
公墓出了名。不仅如此，这处公墓
还配套建设了仅基座就有四五层
楼高的四面观音像，以及仿应县木
塔的两座佛塔。

在倡导节俭墓葬、生态墓葬的
现代社会，居然还有这样的豪华公
墓，让人不由得感叹移风易俗之
难。也正是此类给厚葬提供了诸
多方便的“硬件”，以及官员、“土
豪”等精英人群在这方面的选择，
潜移默化般抵制着文明现代的殡
葬理念。

在这股明显有违现代文明的

“厚葬风”中，个别地方官员无疑发
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从以往的报
道中，官员建造豪华私家园陵的事
可谓屡见不鲜，而在一些公墓，官
员、“土豪”也是所谓高端墓地的最
主要消费人群。在殡葬这类带点神
秘色彩的事情上，普通老百姓的行
为自然会受到精英人群的诱导，而
现实中的墓地出现了“豪华版”和

“经适版”，也在加强对普通人的心
理暗示——— 有权、有钱、有选择能
力的人更青睐厚葬，这才是正确选
择；至于节俭生态殡葬，那只是穷
人的无奈之举。

从这个角度来看，移风易俗的
突破口就在于发挥精英人群的带
头作用，尤其是让老百姓从领导
干部的行为中，自觉接受现代文
明社会所倡导的一些理念。不妨
举个简单的例子，与殡葬移风易
俗类似，器官捐赠荒也是一大难
题，就在一年前由红会和卫计委

主办的宣传普及活动上，陈竺、华
建敏、李金华等国家高级领导干
部登记捐献器官意愿，就起到了良
好的效果。

而且，移风易俗归根到底是心
理层面的改变，单靠行政的强制力
以普通人为整治对象，效果立竿见
影却很容易“反弹”，只有彻底改变
陈旧的观念，起到的作用才更彻底
也更持久。犹记得前几年，个别地
方大张旗鼓地搞过“平坟运动”。表
面上问题解决了，但老百姓的观念
没改变，心里不服气，人为制造了
矛盾冲突不说，运动过后坟头又陆
续堆了起来。“心病终需心药治”，
移风易俗需要一个长期引导的过
程，发挥领导干部等精英人群的示
范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带
不带头是主观选择，如果领导干部
不愿意，那岂不是没办法了？其实
不然，因为国家已经做出过规定。

按照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殡葬管
理条例》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解释，
埋葬骨灰的单人、双人合葬墓占地
面积不得超过１平方米，这也就意
味着那些气派的私家园陵以及豪
华公墓，其实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而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规
定没能得到严格执行，尤其是对那
些本应模范守法的精英人群网开
一面。

所以说，要想改变丧葬陋俗，
最起码的一步就是严格执法，尤其
把重点放在对社会具有示范作用
的“关键少数”上。对于倚仗权势私
建园陵甚至毁林占地的行为，要严
格依法制裁；对于那些豪华公墓，
更要追究相关审批单位的责任。如
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盲目攀比之风
想必能够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尽管1

平方米也能弄出花样，但总比把
“祈年殿”、“观音像”都“搬”出来要
好许多。

移风易俗归根到底是心理层面的改变，单靠行政的强制力以普通人为整治对象，效果立竿见影却很容

易“反弹”，只有彻底改变陈旧的观念，起到的作用才更彻底也更持久。

□余明辉

甘肃武威荣华工贸排放的污水
虽然大部分已被抽走，但留存的污
水仍有数个足球场大小。而更令人
心惊的是，企业对部分污染地直接
进行了填埋处理。记者采访又被限
制人身自由。（4月6日中新网）

众所周知，向沙漠等地带排污、
造成沙漠严重污染，要想彻底有效
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正因为如
此，人们对沙漠遭受的污染痛心不
已。去年腾格里沙漠大规模的污染
被曝光后，引发了舆论的持续关注。

然而，半年过去了，污染却没有
被有效治理。当地对外发布消息称

已经把“留存的污水大部分运至污
水处理厂处理完毕，对底泥的处理
将待专家论证后再实施”，但实际
上却偷偷地把部分污水和污泥深埋
于沙下。如此作为，不但是对原污染
的无视和掩盖，更是对民意和舆论的
无视和嘲弄。

就此而言，荣华工贸等有关企
业违法违规向沙漠排污、污染环
境，固然十分可恨，也需要严肃处
理，但公然对已经发现且一直处于风
口浪尖的污染，进行虚假处理，更亟
需严肃追责。如果报道属实，相关
方面治理不善、监督不力之责必须
被追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治
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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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治污比违法排污更可怕

□毕晓哲

荣耀了近30年的黄冈中学，逐
渐走下“神坛”，并开始正视改革浪
潮下的“没落”。(4月6日《长江商报》)

黄冈中学曾经的升学优势，是
时代赋予的。多年来引以为荣的奥
赛加分和保送，全国一张卷时的

“命题权”，过度集中的优质教师和
优秀学生，都是缔造“黄冈神话”的
现实基础。如今，奥赛与高考脱钩，
让黄冈人借以超越他人的“优势”
一时丧失；而全国各地推行自主命
题改革，打破了“猜题押宝”式的教
育、打破了“小圈子出题”的可能，
实现了各地教育的“求同存异”、

“差别化选拔人才”。

一言以蔽之，打破“黄冈神话”
的并不是所谓的“迁新校址”，也不
是“距离武汉太近”，更不是所谓的

“当地GDP水平低”。真正打破“黄冈
神话”的说到底还是教育改革，是
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向公平方向
迈进的结果。可以说，打败“黄冈”
的不是别的，而是曾经不公平的

“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我们期待国内中学教育加速

向更公平方面迈进，也希望有更多的
“黄冈神话”破灭，盖因为“应试模式”
之下的“黄冈胜利”，与素质教育和公
平教育相悖。以应试教育和不公平起
点承载起来的“辉煌”黄冈，日趋“没
落”，反而让人更多地看到了教育的
未来和希望。

“黄冈神话”越远，教育公平越近

葛公民论坛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一些党员干部违规修建“豪华墓”。
在山西太原附近一家公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这里的高端客户从一
开始就有官员，有些豪华墓墓碑上没刻名字，“‘当官的’怕让别人知道，名
字都不刻了。”（4月6日新华网） 漫画/曹一

无名碑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企业介
入金融领域，以互联网思维和技
术向大众提供的金融产品与金融
服务。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发
展迅猛。自2013年以来，从余额宝
等“宝宝”类网销货币基金，到
P2P网贷、股权众筹、虚拟货币及
互联网银行——— 微众银行2015年
年初开业，无不万众瞩目。

但是，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也
面临一些问题。首先，网络借贷存
在重大风险。其次，互联网金融产
业挑战现行法律。互联网金融是
近年的新生事物，其行事方式和
现有法规存在一定冲突。事实上，
现存的法律法规均在互联网金融
产生之前制定，多为非移动互联
网时代打击民间非法集资的产
物，却对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带

来困扰，甚至与互联网金融运营
特质背离。为促成互联网金融推
动金融业改革，立法机构应及时
调整现有法规。

时至2015年，P2P网贷、股权
众筹等新生事物已基本走完一个
观察周期，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
的推出势在必行。首先，监管层制
定负面清单，列出从业机构不应
为的基本底线。其次，强化行业协
会自律能力，由其制定细则。针对
目前一些从业机构较严重的信息
不透明、自融和集资诈骗等问题，
优先出台信息披露机制与标准，
降低信息不对称。(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邓建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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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葛媒体视点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关键是
要与经济、产业紧密结合，而不
能 只 停 留 在 论 文 和 成 果 鉴 定
上。为此，中央在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部署中，突出强
调了四个“对接”，即强化科技
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
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
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
益收入对接。

多年来，我国科技创新一直
存在“孤岛现象”，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
主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
存在诸多关卡，在“对接”上出了
问题，进而严重影响了科技进步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比如，一些
地方政府仍习惯于把科技计划、

资助项目等作为引导创新的“指
挥棒”，导致企业和研究机构为迎
合政府要求而偏离市场；大学、科
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功能错位，创
新动力不足、创新积极性不高；一
些行业以企业规模大小为准入标
准，导致很多创新型中小企业难
以进入等。

将“对接”变成具体改革行
动，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对科
研单位来说，应进一步面向市场，
使科研活动更加适应市场需求，
为产业化创造条件。对政府和企
业来说，要按照产业发展和市场
运行规律，用好财政、税收、金融、
政府采购等政策，打通制约新技
术应用过程中的通道。(摘自《经
济日报》)

让创新在“对接”中落地生根

以法律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

顶层设计不能太细。好像一
条胳膊，国家管到肩膀，政府部门
管到胳膊肘，具体到企业才管到
手腕。

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会副会长李锦看来，顶层设计看
上去是一种制度设计，实际上是
一种动力设计，有利才有动力。如
果任何事都等着国家的顶层设
计，那么就会形成一种等、瞧、看
的依赖症。

社会资本投资医疗产业，不
能光吸引那些逐利性强的商业资
本，否则最终可能会导致“趁你
病、夺你财”的现象。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

强认为，在医疗服务领域，一个良
性的社会资本会对整个医疗服务
市场起到积极的融合作用。而资本
是否良性，取决于进入的目标。中
国也应该加大力度为“非营利资
本”、“慈善资本”打开绿色通道。

“各扫门前雪”，容易让污染
“上山下乡”。

近年来跨界污染现象突出，
一些生产企业打着无害化处理的
幌子将污水等运到偏远农村，转
嫁污染“成本”。安徽省生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汪家权认为，
要遏制污染“上山下乡”，需要尽
快建立和完善防治污染的区域联
动机制。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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