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城市
管委会同市商务委已经起草

《关于规范提升邮政报刊亭的工
作方案》，并提请市政府审议。方
案提出了规范提升报刊亭的一
揽子任务措施，将报刊亭打造成
精致的城市家具、新型的阅读
空间、便捷的服务载体。

在过去，报刊亭一度非常
辉煌，有资料表明，北京报刊亭
工程曾3次列入政府为市民办
的60件实事。1999年，北京市政
管委会《关于北京市书报亭建
设有关问题协调的会议纪要》
指出：“书报亭要设置在重要、
繁华的街道和地区的较显著位
置，以展示首都形象，切实发挥
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从中可
以看到，报刊亭绝不仅仅是卖
几张报纸几份杂志的窗口，而
是舆论宣传的一个阵地。但随

着数字化阅读时代的到来，报
刊亭被一些人视为一种“落后”
的阅读载体，不符合现代人的

“需求”，在一些城市中被大量
拆除，引起了不少人的惋惜。

有人讲，现代人走得太远
太快，灵魂跟不上了。解决这个
问题其实有两个思路，一是把
脚步慢下来，等着灵魂跟上去；
二是让灵魂快一点，跟上前进
的脚步。在一个走得快的年代，
其实报刊亭起到了相当程度的

“灵魂加油站”的作用，维系了
文化传承、满足了知识诉求、提
供了精神滋养，在相当程度上
为前进的脚步提供了“灵魂支
持”。“灵魂加油站”不应随着时
代发展而削弱，理当不断得到
加强，这也意味着，报刊亭的命
运，应该是改造而不是取缔。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一直关

注城市报刊亭的命运。白岩松
说，有位韩国教授曾告诉他，

“我在书里知道你们中国有五
千年的文化，可是在你们的街
上我看不到”。静而思之，此言
不虚。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文
化自觉，可走到大街上，又从哪
里感觉和体会呢？难道就靠几
个标语？每一个报刊亭都起着

“灵魂加油站”的作用，都是文
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连接点。
一方面投入巨量资金加强文化
建设，一方面把有着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最后一公里”意义的
报刊亭弃之不用，是短视，是近
视，还是无视？

已经起草的北京市《关于
规范提升邮政报刊亭的工作方
案》指出，报刊亭具有文化宣
传、便民服务、城市管理等功
能，在下一步规范提升过程中，

更加突出报刊亭的文化、便民、
公益属性，将报刊亭打造成精
致的城市家具、新型的阅读空
间、便捷的服务载体。这也符合
人们对于报刊亭的理解和希
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刊亭升
级新阅读空间是一次积极的尝
试。如果报刊亭都往这个方向
发展，就会真正成为城市的一
道美丽风景。

报刊亭与新阅读空间隔着
一个文化。不必讳言，现在的报
刊亭存在一些问题，任由问题
存在不对，简单一拆了之更是
不对。朝着城市新型阅读空间
的方向去改造和升级，才是正
确的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讲，城
市报刊亭也是一块文化试金
石，考验着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文化智慧，就看城市交出什么
样的答卷。

让报刊亭成为城市的“灵魂加油站”

延期两月开学，

漠视学生权益

“别人的秋季学期”要过半
了，来自长春的大二学生韩雪

（化名）却依旧在家等待“开学
通知”。据媒体报道，就读于长
春东方职业学院护理专业的韩
雪，放暑假前曾接到学校通知，
开学后要搬到新校区，要求学
生们把宿舍行李全部寄送回
家，但直到现在也未开学。

据悉，今年8月20日，韩雪
的辅导员曾在群里下发通知
称，“由于新校区高压线还没挪
走，对人体有辐射，开学时间延
期，具体开学时间辅导员另行
通知。”谁曾想从这开始，开学
日期一拖再拖，10月4日、10月
25日、11月4日，就在学生以为4
日要开学时，辅导员又告诉学
生，“先不要买车票了，4日也不
能开学，要等月底。”

建新校区本是为了给师生
提供优质的教学和学习环境，
但因为学校方面的种种因素，致
使部分工程在开学前还未完工。
既然无法按时投入使用，学校便
该及早通知、早做打算，而不是
一而再再而三地一拖了之。

诡谲的是，与开学日期的
拖延不定相比，该校在相关方
面的收费却不含糊，根据学生
反映，7月份就开始催交学费和
住宿费，而今半个学期过去，学
生们还没在学校里待过一天，
学校也没提及退还学费或住宿
费的问题。

11月2日，“长春东方职业
学院团委”微博回应称，学校就

“部分学生本学期开学时间推
迟”一事致歉，由于新校区未按
期完工，承诺将采取改造老校
区部分办公用房办法，解决学
生宿舍、教室等问题，确保在11
月12日正式开课。

推迟了四个月才开学，希
望贵校这一次定的日期不会再
发生变化。学校是教书育人之
地，自然应以学生利益为重，而
这所学校动辄推迟开学日期的
做法是对学生权益的漠视。

无法按时开学纵有工期延
误等多方面因素，但也少不了
校方和施工方的效率和责任意
识淡薄，若能将开学前交付作
为目标，即便无法按时完工也
会未雨绸缪，不至于出现开学
延迟，学生无学可上的尴尬局
面。（作者嘉木，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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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任国企董事长，年龄其实不是问题
葛媒体视点

报刊亭升级新阅读空间是
一次积极的尝试，升级后的报
刊亭，维系了文化传承、满足了
知识诉求、提供了精神滋养，将
起到了城市“灵魂加油站”的作
用。

□毛建国

葛公民论坛

□史洪举

为保障驾驶员有独立空
间，南京公交公司表示，将尽
快为没有驾驶室隔离门的公
交车进行加装，同时也呼吁社
会公众自觉遵守公交车行车
的规矩。此外，为避免因司乘
矛盾引发开斗气车现象，公交
集团专门为公交司机设置了
委屈奖，奖金从最初的10元、
50元，增加到了现在的200元。
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司机领
奖。

应该说，自从重庆万州发
生公交车坠江事故以来，乘客
在公交车上滋事、抢夺方向
盘、殴打司机的现象引发了广
泛关注。在现实生活中，为确
保行车安全，许多公交公司都
设置“委屈奖”，要求司机“打

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要知
道，要想有效维护公共安全、
交通安全和行车安全，必须依
法惩处滋事乘客，以便形成威
慑，减少类似现象。

从法律角度出发，乘客在
无理要求被拒绝后，其依然不
依不饶辱骂、殴打司机，与司
机纠缠，甚至抢夺方向盘的行
为，已经构成违法。譬如，辱
骂、殴打司机，与司机纠缠不
休的，无疑属于寻衅滋事，轻
则应受治安管理处罚，重则应
承担刑事责任。而抢夺公交车
方向盘的行为，则性质更恶
劣，依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
理当承担刑事责任。

遗憾的是，现实中，严格
追究滋事者法律责任的案例
极为少见。很多抢夺方向盘、
拉扯司机者，无非被批评教育
了事，即便因抢夺方向盘造成
交通事故的，滋事乘客所受惩
戒也并不严厉。如据报道，沈

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近日接连宣判三起拉拽公交
司机案，三名被告人均因下车
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进而击
打、猛拽司机，导致车辆失控、
司机或乘客受伤。虽然三名被
告人均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但均被判处缓
刑。

一方面是设置“委屈奖”
安抚司机，另一方面却过于放
纵滋事乘客，根本不是长久之
计。要知道，给司机颁发“委屈
奖”，只能起到一时的安抚作
用，却无法免除其精神恐惧和
心理压力。长此以往，还有可
能导致司机心理受到创伤，遭
遇偶尔刺激后酿成更大事故。
同时，以“打不还手、骂不还
口”换来的“委屈奖”，并不会
对滋事者产生任何压力。反而
会形成破窗效应，让人产生一
种公交司机可以随意辱骂、殴
打的错觉。

因而，从行车安全角度出发，
设置“委屈奖”并要求司机做
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避
免冲突升级有一定可行性。但
势必严肃惩戒无端撒泼和滋
事的乘客，让其成为人人喊打
的过街老鼠。

对此，相关部门必须做到
执法必严，让这种危害公共安
全的滋事乘客为其不文明、不
道德的无赖行为承担责任。同
时鼓励、奖励人们对这种看似
小恶实则可能酿成大祸的行
为实施正当防卫和反击。这样
方能形成威慑，让那些自以为
是的无知无畏者有所顾忌，让
规则成为不可突破的底线。进
而有效维护社会良性运转，让
人人成为受益者，而非成为无
辜遭殃者。

葛一家之言

比委屈奖更重要的是惩罚滋事者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葛读者来信

□何勇

近日，一张西安高新控股
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布的人
事变更公告图片，在网上热
传。公告显示，公司于2018年9
月4日召开股东会，决定对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
部分董事做出变更。变更后的
董事长竟然是一名仅有人才
市场工作经验的出生于1984
年的女子。而该公司新上任的
两名董事，一个是去年刚刚从
师范大学毕业的1995年出生
的女生，一个是前年三本毕
业、入职不到半年的1993年出
生的女生，这两个平均年龄24
岁的女孩，在2018年9月出任
了资产1270亿余元的国有企
业西安高新控股公司董事。

此事激起巨大舆论浪花。
11月3日晚，西安高新区方面
对此做了回应，称三人身份均

为高新区会计核算中心企业
身份的工作人员，“对网友关
注的3名管理人员的相关问
题，我们做了调查了解，未发
现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社会
关系。”据最新消息称，目前这
三名女生已经被停职。

诚然，这3名80后、90后女
孩担任一家总资产超过千亿
元国企的高管，不是依靠关
系，但这样的任职本身就不合
法，虽然3人已经被停职，但是
这场“闹剧”背后所反映出的
国企高管选任不科学、不完善
的问题却不能因此而被忽视。

在我国，出任国企董事、
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是有资
格限制的。《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机构任命或者建议任
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
有符合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
和工作能力。《西安市国有企
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也应具备“具有在大中型

企业中层及其以上管理岗位
任职的经历，或具有在相应层
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层及
其以上岗位任职的经历”。但
从目前公示内容和回应来看，
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始终没有
说清楚这3人具备担任国企高
管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而
且其中有人刚大学毕业不久，
根本不符合任职条件，这才是
引起大众质疑的关键地方。实
际上如果这3人能力确实很
强，那么担任国企高管本身并
没有任何问题。比如，拼多多
创始人黄峥就是80后，身家达
到112 . 5亿美元，位居福布斯
中国富豪榜第12位。

再者，《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十四条规定：“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机构应当维护企业作
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
除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
得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但按
照西安高新区财政局的说法，
80后担任国企董事长、总经理
只是因为“事业单位员工不得

在企业兼职的要求”，这3名管
理人员只不过是摆在台面上
的“傀儡”。企业的经营活动、
决策还是由作为出资人的西
安高新区财政局说了算，这显
然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一种
干预，与法不符。而且，毫不客
气地说，一旦这家国企经营出
现问题，发生债务问题，甚至
走向破产倒闭，充当“傀儡”的
3名女生就成了背后决策官员
的“背锅侠”、替罪羔羊。

因此，不管是对国企经营
负责任，还是对国企高管本人
负责任，都不适宜选用没有能
力的人去担任国企高管，乃至
担任傀儡，必须选拔有能力的
人担任国企高管。在出资机构
内部找不到有能力且合适的
人才担任国企高管时，完全可
以寻找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
这是国企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和方向。在这一点上，有必要
以法律形式进一步明确国企
尤其是地方国企高管的任职
条件，防范这类闹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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