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南方多个省份遭遇
严重洪涝灾情。奋战在救灾前
线的解放军武警官兵不畏艰
险，勇挑重担，被群众称为“最
可爱的人”。有媒体在做新闻
报道时刻意突出了抗洪官兵
的艰苦条件，“大雨滂沱里，他
们不穿雨衣；为了运沙袋，他
们浑身是泥，里外湿透；六十
斤的沙袋，他们每个人扛三百
个，来回跑六百趟；混着雨水
的矿泉水和几个馒头，就是他
们日常的伙食……”这些文字
配合现场画面感动了很多人，
但是也引发了一些质疑，抗洪
这么辛苦，饮食这么简陋，官
兵们怎么能顶得住？

在舆论的争议中，有地方迫
于舆情出面发布公告，指出抗洪

官兵的饮食完全是有保障的，不
仅有盒饭、葱油饼，还有红糖姜
水，看来啃馒头喝矿泉水的宣
传太夸张了。网民常说“有图有
真相”，但是这种目的性很强的

“截图”只不过反映了特殊时
刻的“部分真实”，距离新闻报
道所要求的真实、全面、客观
的专业标准还有很远的距离。
所以，这样的报道引起舆论的
争议甚至不满，也是正常的。
这起意外的“馒头事件”应该让
我们认识到，群众崇敬的抗洪救
灾精神，不仅仅是吃苦耐劳，还
包括科学高效。

一些媒体片面突出抗洪官
兵的简陋饮食，以此拔高典型人
物的形象，不过是惯性思维的体
现。以前，为塑造先进人物，媒体

的报道常常有“越苦越光荣”的
倾向，好像不苦就体现不出牺牲
精神。实际上，在群众向安全
地带转移时，抗洪官兵冒着生
命危险走向前线，这已经是莫
大的牺牲了。1998年，19名战士
献身湖北嘉鱼簰洲湾，至今让
当地群众缅怀不已。灾区如战
场，救灾如打仗，只要抗洪救灾
需要，有人做出牺牲也是难免
的。群众对抗洪官兵最朴素的
感情，就是希望他们尽可能地
吃得好一些，睡得安稳一些。
抗洪官兵的后勤有保障了，群众
才更有安全感。

自汶川地震以来，我们可
以看到，解放军官兵的后勤保
障工作不断升级，各种先进的
救援设备被投入到救灾抢险

中，让灾区群众看到了科学救
灾的希望，也让世界看到了强
大的“中国力量”。所以说，宣
传抗洪官兵饮食无忧、科学高
效，不仅无损英雄形象，也是
媒体做灾难报道时应有的价
值取向。遗憾的是，因为强大
的惯性力量，见诸媒体的灾难
报道一不小心就露出类似“领
导高度重视”的陈腐之气。据
说今年南方的汛情与1998年有
些相似，很多媒体也在不遗余
力地报道救灾进展，但是必须
看到现在与之前相比，社会的
心态和观念都有了很大改变，
新闻报道也应当与时俱进，及
时抛弃那些刻舟求剑的“套
路”。只有这样，各种“馒头事
件”才会淡出媒体。

“啃馒头喝矿泉水”的报道，套路太深

考试“撞车”，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葛一家之言

发展订单农业要敢于让违约者吃亏

□符向军

从前几年的大蒜、生姜，到
今年的玛咖、菠萝，在农产品价
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
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
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
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
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记者调
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
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
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
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
农民。（7月6日《人民日报》）

从上世纪90年代发展到今
天，履约率低一直是订单农业
推行的障碍。在利益驱动之下，
无论农户和企业，谁都可能违
约，有不讲信誉的农户，也有背
信弃约的企业。

市场经济下，违约可以避得
一时之祸、取得一时之利，但最
终伤害的是合同当事人双方，谁
都不是赢家。面对众多而分散
的农户违约，维权成本高昂，使

得企业无可奈何；而企业不兑现
订单，或扯皮产品质量拒收产
品，或故意压低收购价格，或拖
欠货款迟迟不付，也伤透了农户
的心。诚信订单变成伤心订单，
必然导致订单农业行之不远。

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远。
要更好地推行订单农业，除了
农户与企业精诚合作，农业、工
商、农村经济合作社等部门组
织也要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规
范和把关，保护合同双方利益
不受侵犯，建立社会信用记录
和信用档案制度，尽量降低签
约双方违约的可能性。此外，还
可以引入奖励、保险机制或建
立风险基金等，对诚信守约而
遭受风险损失的农户、企业，给
予适当奖励、补偿或保险理赔。

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
法治经济，因为爽约造成订单
农业难以推行，表面上看是当
事人诚信失守，其实也折射出
市场法治环境的缺失，以及社
会诚信体系的不完善。只有形
成不敢违约、不能违约、不想违
约的人人诚信社会环境和氛
围，才能让订单农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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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杉

这几天，在高考中取得
优异成绩的陕西考生郭子旭
一筹莫展：由于陕西省招办
对其“不予投档”，以595分总
成绩获得今年全省文史类考
分第822名、本来有望被北京
外国语大学录取的他，却可
能无学可上。而出现这一情
况，源于6月19日的两场“撞
车”的考试。（7月6日《中国青
年报》）

简单复述一下新闻。今
年3月，郭子旭通过了北外综
合评价提前批次的初审。然
而，北外确定的面试时间是6
月19日，这一天恰恰也是陕
西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语测
试的时间。这两场都必须参
加的考试，地点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西安，两者只能择其
一。经过咨询，“省招办让我
们自己选择，北外则说不需
要陕西省的口语成绩。”而真
正到了录取时候，却得到通
知，陕西省招办决定，对于像
郭子旭这样没有参加陕西口
语测试的考生不予投档，这
就意味着失去了北外提前批
次招生的录取资格。

应该说，出现考试日期
“撞车”，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在此之前，无论是陕西省招

办，还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都
没有想到两家不约而同地定
在同一天组织考试。而且，两
家发现“撞车”之后，都抛出
了无法更改的理由。北外的
说法是，面试时间早在发通
知时已经确定，而且考试涉
及的不是陕西一地，还有全
国其他多个省份，所以实在
是无法、也不可能改期。陕西
省招办也表示，这是全省统
一考试，无法改期。于是，一
个“不约而同”，两个“无法改
期”，造成了学生的“中枪”。

可静而思之，偶然背后
也有必然。按照陕西省教育
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王紫
贵的解释，“陕西省通知考试
信息的时间在3月，北京外国
语大学是后定的（时间），两
个考试时间就偶然撞上了。”
这里，把球踢给了北外。对于
北外来说，在确定面试时间
时，应该了解情况、周全考
虑。换而言之，如果北外把各
种问题考虑在前面，了解各
省外语口语测试时间，进行
必要回避，想必也就不会出
现“撞车”了。

北外的问题还在于，当发
现“撞车”之后，应该与陕西省
有关部门坐下来协调，争取问
题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北外
回应考生咨询时称“不需要陕
西省的口语成绩”，这多少有
些信口开河。更重要的是，当
北外发现问题产生，自己可

能“食言”时，有没有以对学
生负责的态度，抓紧与陕西
省有关部门沟通？不管怎么
样，不能让学生受伤，这应该
是一道不能踩踏的底线。

陕西省有关部门，也并
非没有责任。在招生上，我们
经常听到这样的口号，对考
生负责，对高校负责，对社会
负责。可在这里，当有关部门
得知考试“撞车”后，有没有
以最大诚意来解决问题？当
初“省招办让我们自己选择”，
就显得很不负责任。对于学生
及其家长来说，这是一个无法
选择的选择题。而当“撞车”事
实发生后，简单对考生“不予
投档”，又从哪里看出“对考生
负责”？辛辛苦苦十多年，因为
两个考试“撞车”，导致失去上
学机会，又岂是偶然、意外这
样的词所能承受的？

出现考试日期“撞车”，根
子还是在于“向领导负责”，不
向考生负责。如果对考生负责
的话，何至于发生“撞车”？即
使发生“撞车”，又何至于没有
一个补救措施？而像现在，有
关部门和高校各执一词，更像
是“权力斗气”，双方为了自己
的面子都不肯低头。只要这种
状况不改变，类似情况就还
有发生可能。从这个意义上
说，考试日期“撞车”是偶然
也是必然。

现在，社会的心态和观念
都有了很大改变，群众崇敬的
抗洪救灾精神，不仅仅是吃苦
耐劳，还包括科学高效。新闻报
道也应当与时俱进，及时抛弃
那些刻舟求剑的“套路”。只有
这样，各种“馒头事件”才会淡
出媒体。

葛公民论坛

从人性角度看违规“优惠券”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自6月中旬开始，江苏省灌
云县交警大队针对电动车和行
人推出交通违规“优惠券”，违法
被罚时凭券罚款打5折。此举一
出引来颇多争议。

电动车和行人违反交通法
规是普遍现象，而且纠正起来相
当困难，轻了没人当回事，重了
就容易发生冲突。推出交通违规

“优惠券”，其实是一种解决普遍
交通违法现象的无奈之举，利用
了人性的弱点，把纠正交通违法
与占小便宜的心理结合了起来，
让交警纠正违法变得稍稍容易
一点。罚款打折至少可以削弱人
们的对抗情绪，减少街面上直接
冲突的难堪。

法律不能拿来交易，这一
点完全正确，但现实总是很骨
感。当法治的理想面对现实，特
别是基层执法工作在推进过程
中总会有一种无力感。在一个缺
少法治传统，国民法治精神、守
法意识严重不足的国家，强化守
法意识，除了权力者的表率作用
外，途径无外乎两条。一是威权

主义，以严刑峻法，强迫国民建
立对法律的畏惧，逐渐形成守法
的自觉。就像新加坡那样。但时
至今日这种方式已经不可复制
了，尤其是在中国更不可复制。

那么，唯一可以选择的路径
就是法制宣传，以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国民的守法意识，而这也是
我们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工
作。既然是法制宣传，形式自然
就可以创新。像交通违规“优惠
券”这种做法，如果把它作为一
种执法行为，那显然不妥，但如
果把它作为法制宣传的手段倒
也不失为一种创新的方式。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解决
一些具有普遍性而又无法动用
强制手段的问题，是需要一些
智慧的，特别是需要把解决问
题的方式与人性相结合。连云
港交警推出交通违规“优惠券”
其目的应该不在处罚而在教
育，事实上，单纯的罚款不但易
引发冲突，更会让人产生执法
经济的联想。从这个角度理解，
交通违规“优惠券”也就不再显
得那么面目可憎了。（摘自《法
制日报》，作者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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