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在红网论坛发帖!显示在

南京文安街上! 林立的店铺清一色

是山寨名牌店铺!其中屈臣氏"必胜

客"麦当劳"李宁"星巴克"哈根达斯

等分别被克隆成曲同氏"必胜糊"李

明"巴克星"哈根波斯等# 有人觉得

$雷人%! 有人猜测这是开发商的商

铺样板间!炒作渲染招商气氛而已#

其实!&夜宴' 就是山寨版的

&哈姆雷特'!&满城尽带黄金甲'是

山寨版的&雷雨'(文学作品中!又

有山寨版的村上春树" 米兰)昆德

拉" 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两个

山寨!感觉很$雷人%!举国执着于

$山寨%!就只剩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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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木县公安局大柳塔分局打

着!花钱买平安"平安促发展#的旗号"

把辖区内的
!"

余煤老板拉到内蒙古

境内"开了一次座谈会"当场收取赞助

费
#""

余万元$ 这次会议既没有悬挂

任何标语" 参会公安干警也没有人穿

警服$ !报道见本报昨日第
*+

版"

这样的 !座谈会%" 就是不折不

扣的一次权力寻租行为$ 之所以要

把会议拉到外地开" 不让警察身份

公开" 都是为了对这种丑恶行为百

般掩蔽罢了$ 其实" 类似的权力寻

租现象" 这些年也在许多领域里发

生过" 比如" 媒体曾报道" 走私集

团为海关关员发 !工资%" 煤老板为

地方安监局建豪华办公楼等等$ 现

在" 连公安局也按捺不住 !发财冲

动%" 以集体名义" 来出卖公权力的

正义$ 这样散发出浓烈腐败气息的

行为" 实际上喻示着一些地方的警

察滥权正在走向扎堆化$

这种情形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是极其巨大的$ 比如"就以这家收取

赞助费的公安分局为例"其辖区内有

近百家煤矿$现在向煤老板收取巨额

!赞助费%"意味着公权力也同时交上

了一份 !卖身契%&&&难怪有公司老

总当场就说'!保障煤老板人身(利益

不受侵犯就要靠公安队伍了%$ 而遏

制矿难之类的事故发生"对不法责任

主体进行打击"更离不开强有力的执

法力量$ 如果维护公共安全的警察"

变成了私人老板的保镖"谁还能指望

他们能公正执法呢) 谁又能保证"那

些因投入大量赞助费而获得相应!司

法豁免%的煤老板们"不会因此就为

可怜的矿工们掘下了一座座可怕的

坟墓呢)

正因如此" 当前在某些地方出

现的执法者腐败滥权扎堆化的端倪"

才更应该引起重视$ 毕竟" 这种集

体滥权与腐败现象" 很容易以 !集

体% 的名义形成监督盲区" 如果被

长期蕴蓄" 最终就会使政府部门的

公信力与形象遭受到巨大破坏 $

*原载 +现代快报,-

警方和煤老板签了张!卖身契"

日前 " 我国首部 +网络成瘾诊断标

准, 通过专家论证" 玩游戏成瘾被正式纳

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按照 +网络成瘾诊断

标准," 网络成瘾分为网络游戏成瘾( 网

络色情成瘾( 网络关系成瘾( 网络信息成

瘾( 网络交易成瘾
$

类$ !报道详见昨日

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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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打这以后 " 网络 !瘾君子 % 们的问

题 " 就算是正式确诊了 $ 这是病 " 精神

病$ 该治的就不能拖$ 网瘾纳入精神病"

是否意味着以后网瘾少年犯罪将免责呢)

不是这样的" 有专家指出" 法律上只规定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犯罪不用承担法律责

任" 所以" 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不等于

犯罪免责$ 专家研究" 玩游戏成瘾中以沉

迷于 +魔兽世界, 的人居多. 媒体披露"

网游 /劲舞团% 已成青少年 /一夜情% 平

台00据北京公安部门统计" 青少年犯罪

中
!%&

的人都是网络成瘾患者" 这个数字"

在上海更高达
'(&

以上$ 长时间 /黏# 在

网游世界里的孩子们" 脑海中虚拟和现实

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

/游戏# 已经不是娱乐" 而蜕化成不

折不扣的精神毒品$ 有数据表明" 目前中

国约有
)***

万未成年网民" 其中 /网瘾少

年# 有
)**

万" 约占
+"!

$ 这个时候再去

争论网瘾属于精神病还是社会病( /精神

病# 还是 /神经病#" 已经没有意义$ 说

实话" 把网瘾界定为网络精神病人也不冤

枉" 只要想想我们对网络游戏乐此不疲"

和网友吹牛皮" 瞎扯淡" 有意思吗) 一天

不和网友聊就怅然若失" 你觉得自己还是

一个正常人吗)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宁

愿选择过去那种有事给外地朋友打个长途

电话( 发封电报" 而不是现在满大街打听

/附近哪里有网吧)#

但有一点" 网瘾精神病的确诊决不意

味着将网瘾少年往精神病医院一送了之$

管理部门防治工作必须认真做"另外"网吧

经营(游戏产业发展等方面都不能松懈$

!

关注 #网瘾纳入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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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华

还应反思网游的管理$ 在美国"游戏定级适龄者玩.韩

国有关法律规定"如果/

,-

房# *网吧-安装了不适合
+'

岁以

下儿童使用的电子游戏"被查处时将给予重罚.在日本"网络

游戏产业要求行业自律和实行分级审查$

在管理层面上"我们仍要多一点自律"同时需要着力开

发出相应的技术"从技术层面进行监管和控制"我们期待相

关产业及监管部门有实实在在的行动$ !王玉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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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铃声
在食堂里居然发出这种声音% 真

是倒人胃口&

&&&武汉一所高校" 有学生在食

堂里用放屁声当手机铃声" 引起就餐

者反感 " 一位女生愤然表示 $ 据介

绍' 由怪异手机铃声引发的尴尬校园

随处可见' 当学生正在路上行走" 突

然身边响起砸玻璃瓶的声音" 让人禁

不住跳脚躲闪惊恐. 寂静无声的图书

馆" 突然响起火警警报声00

新闻语录

这显然有悖于我们的常识$ 虽说我们置身于一个高压

社会" 大多数人的心理状况都处于亚健康状态" 但要说网

瘾纳入精神病范畴" 公众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具体到这个标准" 最具争议的就是 /将游戏成瘾纳入

精神病诊断范畴# 的举措$ 虽然说" /精神病# 是个不折

不扣的中性的医学名词" 但在现实语境中" 公众对该词的

印象" 却不非完全不带感情色彩$ 而网络成瘾( 游戏成瘾

中的不少人又都是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 这个词可能对

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可想而知$

何况" 网瘾到底属不属于一种疾病" 本身就还可以商

榷$ 上网成瘾只是一种入迷状态" 就如下棋成瘾( 看书上

瘾一样" 只是一种比较强烈的习惯$ 如此" 团中央 /网络

文明爱心大使# 陶宏开教授" 坚信这不是心理疾病" 更不

是生理疾病$ !李晓亮"

有 悖 常 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