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麦克风”易，开“挖掘机”难

近日，两则“网传”新闻相继被
辟谣。2月13日，黑龙江齐齐哈尔一
名网民发微博，说从今年起到当地
民政局办理结婚证得交5000块钱的

“二胎保证金”。这条微博发出之后，
引起很多议论，也有其他地方的网
民跟帖表示“确有其事”。为此，《人
民日报》记者在多地进行了调查采
访，却未曾发现一例“二胎保证金”
事件，那些言之凿凿的网民既没有
亲身经历，也无收费凭据。2月14日，
网上又爆出济南某大学一名男生在

情人节向单身女教师表白被拒，在
马路上裸身打滚。后经媒体证实，此
事发生在河北保定，当事人为中年
男子，事发原因也非求爱遭拒，而是
精神异常。

两条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网络
传言之所以迅速成为舆论热点，很重
要的原因在于击中了公众的兴奋点，
结婚竟然要交“二胎保证金”，大学男
生向单身女教师表白被拒后“裸滚”，
这些谣言在新闻淡季里“适时而生”，
马上就引起了轰动。春节期间，还有
一些语焉不详的新闻在网上广泛流
传，比如上海女孩跟江西男友回家过
年，因为一顿晚餐引发情感危机，连
夜返回上海。这些新闻的共同点都是

“网传”，涉及的人和事都似是而非，

缺少细节和证据，从专业的角度看就
是新闻要素不全。

这些缺少事实依据的“网传”，
原本不应该引起这么多的议论，因
为“网传”一旦被辟谣或逆转，很多
滔滔不绝的评论马上成了毫无价值
的“口水”。在舆论场里，真相远比一
些高谈阔论的“真理”更可贵，毕竟
事实胜于雄辩。在没有任何真实依
据时，信口批评民政部门乱收费，或
者感慨高校学生心理危机严重，做
起来很容易，听上去也很有道理，但
是最怕真相来“打脸”。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人
都有了“麦克风”，难免会有人用歪曲
事实的方式哗众取宠。春节期间的这
几例“网传”再次证明，在网络上越是

“奇葩”的谣言，越容易得到广泛传
播。在网上闻风而动、不辨真假的传
播和议论未经证实的信息，说到底是
一种非理性的表达习惯，稍有不慎就
损害了他人的名誉和权利，更严重的
还可以引起社会的动荡。

春节前后，网络谣言趁机传播
的事实也从侧面证明，在新的媒体
环境中，自媒体依然不能替代坚守
专业精神的传统媒体。只有专业的
人才能做专业的事，在信息传播领
域也是如此。当很多自媒体在谣言
之前竞争谁的“麦克风”分贝更高
时，是专业的媒体人用专业的调查
方式挖掘出了真相，让谣言像泡沫
一样迅速破碎，他们的价值已经不
言而喻。

春节前后，网络谣言趁机传播的事实也从侧面证明，在新的媒体环境中，自媒体依然不能

替代坚守专业精神的传统媒体。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做专业的事，在信息传播领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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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不愿“卖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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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涛

春节刚过，刚刚遭重拳打击
的医院号贩子死灰复燃。北大口
腔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妇产医
院……15日，记者走访多家医院
发现，号贩子们准点“上班”了，而
且明目张胆，不避保安。不少医院
的号贩子甚至分工明确，有的在
门口招揽“生意”，有的则组织人
手在院内排队，形成了贩号“流水
线”。（2月16日新华网）

北京各大医院号贩子之所以
如此猖獗，有深层次的原因，不合
理的医疗卫生体制，自然是病灶所
在。可是谈及改革，就总显得太远
太久，难不成在“摸石头”过程中，
还要继续纵容号贩子们存在下去？
眼下，最见效的办法，仍然是被冠
以“只治标”的严厉打击。

说到依法打击，公安等执法机
关并不像传说中所讲的那样“无能
为力”，依法打击医院号贩子至少
有以下两个依据。一是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二十三条，“扰乱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
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
能正常进行”，应当根据情节进行
拘留和罚款的处罚；二是刑法中也

有适用于打击医院号贩子的“口
袋”，比如“扰乱公共秩序罪”就是
一个可供参考的罪名。

事实也证明，春节之前北京
警方开展的打击号贩子行动也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抓了十几名
号贩子后，许多号贩子都很快躲
入了“老鼠洞”。但是，我国的一
些执法活动，往往过度依赖于

“专项整治”、“集中整治”，而缺
少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手段，
这也是春节过后号贩子再次冒
头的环境因素之一。

打击号贩子，更要打击医院的
“内鬼”。医院号贩子如此猖獗，除
了号贩子本身的原因之外，医院的
工作人员有没有利用职务和职权
与号贩子勾结进行牟利——— 这也
是公安机关可以继续进行调查的
重要内容。如果说医院的保安、医
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专家号贩
卖过程中有寻租及其他不法行为，
完全可以按照相关法律规章制度
进行处罚。要知道，号贩子在这个
过程中，更多的只是一个“售票员”
的角色。

谁都知道滋生号贩子的病灶
到底在哪里，但清理病灶、进行改
革的同时，永远不能忽略了执法打
击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从这
个层面上讲，“治标”就是为了“治
本”，过分强调“治本”的难度而忽
略了“治标”，是假治而不是真治。

葛一家之言

□莫开伟

中国的城镇化，对农村的影响
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在这变化的背后，部分农民对他们
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土地的态
度，也开始转变。2016年春节期间，6

个年龄加起来接近500岁的江苏农
民异口同声地说：不想放弃土地承
包经营权；还有36位农民联名申明
不希望土地被卖，希望保留土地经
营权，请政府在周围协调给他们补
地。以往遇到征地纠纷，多是与补偿
金多少有关，这次却是不同的。（2月
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看到这则新闻，颇感意外，同
时也令人眼前一亮。因为这些农
民不愿失地的举动，与当前许多
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千方
百计想把自己土地卖掉、从而获
得巨额土地补偿款，是截然相反
的。在笔者看来，不愿失地的愿望
是好事而非坏事，它既体现了农
民朴素的土地情怀，更折射了农
民土地意识的觉醒，懂得了土地
在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是任何金钱
所无法代替的道理。

这么看待农民不愿失地之举，
并非曲意逢迎，更不是有意要与各
级政府抬杠，因为过去城镇化建设
只顾给农民征地补偿款确实存在很
多问题。一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
取巨额土地收益，在征地过程中千
方百计压价，农民所得难以承担未
来生活支出。

二是政府没有按规定提取农民
失地后相应的失业、医疗等风险补
偿基金，农民失地之后出现意外，承
受风险的能力降低，失去了生存之
本。对此，江苏不愿失地的农民就认

为：“如果土地上交，表面上看是得
到了政府的一笔钱，不过钱没有了
可以再挣，但土地（经营权）没有了
就永远没有了。”

三是政府对征地实行的大都是
一锤子买卖，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缺
乏足够引导，也未提供相应就业出
路，缺乏技能的农民很难找到就业
门路，必然坐吃山空；而且失地农民
后代就业更是一个普遍难题。因此，
江苏不愿失地农民认为：“即使我的
小孩将来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至少
回农村还有点地可种，解决温饱，可
如果连地都没有了，那就彻底什么
都没有了。”尤其当一些农民获得巨
额土地补偿款之后，生活缺乏周密
安排，吃喝赌嫖、大肆挥霍的不在少
数，真到了哪一天生活没了着落，给
社会稳定带来很大隐患。

而且更为令人揪心的是，不少
失地农民并非愿意“上楼”，他们依
然渴望自然的田园生活，而一些地
方政府却往往忽略了农民对土地的
这份情怀及对自然生活的向往，强
行征地，将大量农民“赶上楼”，让他
们被迫成为市民。这里不妨再听听
江苏一位老农民的话：“过去考大学
进城或通过各种关系得到的城市户
口，和现在用钱买房子获得的城市
户口，是不一样的……不管社会如
何变化，我都不想用土地换房子换
钱，也不想进城市，更不想住高楼。”
这些话值得深思。

显然，部分农民不愿失地的愿
望，当地政府要尊重，更要正确对待
民意及其合理诉求，绝不能熟视无
睹。随着粗放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病
症不断暴露，不愿失地农民会不断
增多，对于各级政府来说，这是不容
忽视的挑战。

很多返乡人群对农村及其发
展趋势不太了解，一旦把个案扩大
或延伸解读，就很容易给人印象是
中国农村毫无希望了。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硕士生导师陈锋表示，不同的
人返乡，可能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农
村，每个人返乡基本都是个案呈
现，甚至有些看法比较极端，但观
察中国农村需要有整体视野。比如
有的村庄显得很凋零，背后是相当
多村民有了进城安居的实力。

精明的企业主在影视作品中
嵌入“软广告”时，会反复琢磨，广
泛取证，务求处理得当，妥帖自然，
让观众不知不觉亲近了产品。

在专栏作家王啸看来，无论古
今中外，主旋律的生命力、凝聚力、
感召力，都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
力的体现，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

部分。弘扬主旋律、传输正能量固
然旗帜鲜明，也需注意方式方法，
自上而下的引导必不可少，呵护培
育多样化生态也不可或缺。

在国际上，电影的发展有种逆
势而上的统计特征，也就是在经济
暂时低迷的时候，电影市场往往非
常活跃。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
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喜剧类电影票
房的一家独大，仍是社会经济状况
的一种反应，而不能仅用“娱乐化”
来解释。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人
们对未来的预期可能比较悲观，喜
剧可以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欢乐，而
且消费成本也相对较低。

葛一语中的

葛公民论坛

“标”都不治，难怪号贩子“敬业”

有消息称，一名就读于美国
爱荷华大学的杭州倪姓留学生，
因在社交网络上张贴持枪照，并
暗示如果考试挂科将让教授体会
一下“恐惧”，被学校认为是危险
人物，签证取消，返回中国。此事
引发关注之后，当事人小倪却透过
媒体称，他并没有被校方开除；倪
父对其子的行为更是轻描淡写，只
承认“确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原因
是还在“逐步学习当地的法律、适
应当地的文化”。言下之意，张贴持
枪照威胁教授，这只是美国的法
律和文化要禁止的事情。

很多人抱怨中国缺乏言论自
由，但在某些方面，中国人的公共
表达却自由得令人咋舌，譬如在
网上谩骂甚至威胁他人，一些网
民不只是口无遮拦，简直就是肆
无忌惮。他们不忌惮，主要还是因
为相当多的国人把谩骂与威胁列
入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殊不知
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是被明确禁
止的。谩骂行为有可能造成对他
人的人格损毁和侮辱，威胁行为
则是对威胁对象有可能实施具体
伤害或侵害行为的第一步骤。这
跟单纯的言论已然无关，跟所谓

言论自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每每出现类似情况，就有人

呼吁健全法制。其实我们的法律
对谩骂和威胁他人的行为，并非
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范及罚则，
但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
社交网络上却“蔚为壮观”且鲜
见警方出手呢？而另一方面，假
如谩骂和威胁的对象属于比较

“重要”的人物、机构乃至某些抽
象的东西，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会
迅速行动予以查处呢？

这说明，一般的谩骂和威
胁，囿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因
素，并没有进入有关部门的法
眼。或许是因为警力有限，或许是
因为“没造成实际伤害”，或许是
因为我们需要“营造”一种“自由
的言说氛围”……再加上一些人
缺乏法律意识，于是“骂人自由”
乃至“威胁自由”在中国也差不多
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由此看来，小倪需要“适应当
地的文化”，倒也有些道理。但是，
在网上公开张贴持枪照威胁自己
的教授，若挂科就要杀人，这样的
行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都已远远超出了“文化”范畴，任
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应该明
白，这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怎
么还好意思拿“文化”开脱？（摘自

《中国青年报》，作者朱达志）

别拿“文化”为“持枪照”开脱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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