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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必须弘扬 道德不能假摔
日前!浙江媒体曾经报道过杭州

"老摔哥# !为博同情骗钱财"假摔$

近
!

年!成了%著名$的假摔老人&当地

派出所两周接到
"

起报警老人摔倒!

每次都是他& 以至于当地派出所在

微博上劝说'爷爷!你年纪大了!这样

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无独有偶!在海口也有个类似的

%老摔$& 本报今日报道!一男子在海

口街头缓缓行走!突然捂着胸口!面

露痛苦之色!缓缓躺倒在地)*

#$

分

钟内自行倒地
"

次!

#

次被好心人及时

扶起!

"

名路人先后给了他
#$$

多元现

金+令人奇怪的是!此人只接受现金!

制止路人报警及拨
%&$

求助&

老摔男子解释自己摔倒的理由

时!基本上都是%没有路费回家了!肚

子很饿!好几天没吃饭!饿晕了&没有

力气走路了& #从本报记者拍摄的照

片来看!男子疑似假摔!骗取好心人

的钱财&否则!制止路人报警及拨
%&$

求助,%走到国贸大转盘路口处与一

女子交谈时露出笑容#!就没法解释+

尽管如此!热心的海口市民还是给

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文具店一小

伙就给了
%$$

元现金+ 我们永远忘不了

南京的彭宇案!因为扶了个%碰瓷#的老

太!结果被讹上了!告上了法院!败诉!

其中有一个理由是%如果不是他撞的老

太!扶她不符合逻辑#( 很欣慰!如此令

人寒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海口!毕竟海

口是一个充满爱心的阳光城市+但这并

不意味着爱心就可以被美丽的谎言来

欺骗,同情心被不良动机所利用+

如果老摔男子是专业假摔! 目的

是编造谎言博取同情,通过讲述%悲惨

遭遇#实施%苦肉计#骗取好心人钱财!

那就非常不道德! 因为它直接的后果

就是透支人们的同情心+这种%狼来了#

的行为! 会让人们对真正需要救助的

人产生怀疑!从而严重污染社会风气!

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产生负面影响+

爱心必须弘扬! 但道德不能假摔+

我们在对假摔行为进行谴责的同时!也

应该了解假摔男子的处境!男子到底是

谁- 为什么老摔- 是不是有病- 若果真

是流浪重病患者!有关部门就应该及时

出手+若是专业假摔!就应当批评教育+

漫画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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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女硕士小芳 .化名/通

过百合网认识了 "诚信会员$蒋

海峰 !交往一年后 !她发现自称

单身,某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的

蒋海峰其实是个已婚农民& 被骗

走十几万元并怀孕生子的小芳

最终选择报案!将蒋海峰送进了

监狱!并起诉百合网!索赔
"$

万元

损失& .

%&

月
%$

日0京华时报1/

学历不高的已婚农民!去骗

取高学历女硕士的财色!这种骗

局从表面上看似乎难以得逞& 然

而! 屡屡见诸报端的类似事件!

结果都是低学历的骗子成功得

手!高学历的女性落得个财色双

失& 其实!这类骗子的手段并不

高明 !甚至有些老套 !年轻帅气

的爱假冒 %富二代 $,高富帅 !相

貌普通一点的则喜欢装官员,老

板& 说到底!他们的诱饵要么是

钱 ,要么是权 !只要不被财迷心

窍或权迷双眼!识破骗子的伎俩

应该不难& 可是!现实中不少女

性偏偏被钱和权这两样东西搞

得神魂颠倒真假不辨!掉进了骗

子的陷阱&

女硕士征婚被骗值得同情!

交友网站疏于监管也难辞其咎!

但更值得反思的是当今扭曲的

婚恋价值观& 当婚姻这杯美酒掺

杂了金钱和权力!它很可能成了

%苦酒$&

近日!

&$%'

年放假调休日期安

排正式公布& 根据安排!明年
(

个法

定假日共休息
&!

天!但紧接着
(

个周

日都要上班&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

吐槽 !%

&!

天多半是从双休日挪借

来的$!%放假还不如说是挪假$&

%放假还不如说是挪假$! 反映

的确实是实情&因为目前我国全民公

休假日!实际上只有
%%

天&因此!要凑

成
&!

天的假期!必然需要从双休日中

%挪假$& 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多年来

一直遵循的一个惯例性安排&

%挪假$虽是惯例!但其副作用

已日益明显& 一方面!通过人为%挪

假$, 凑成全国统一连休假!%被休

假$ 意味浓厚! 而全民一起集中消

费,出行!各种拥堵在所难免!休假

质量也难以充分保证& 另一方面!既

然是%挪借$假期!势必%有借有还$

222通过连续七八天上班! 将挪借

的假日再还回去+ 于是!集中%被休

假$之后!又难免要集中%被上班$+

当然!彻底取消%挪假$也不现

实!还必然会遭遇比%挪假$更为强

烈的吐槽和反对+我们知道!自
&$$)

年%五一黄金周$被取消以来!恢复

%五一黄金周$的呼声便不绝于耳+

%挪假$ 存在副作用又饱受吐

槽 !而取消 %挪假 $又并不现实可

行!拿什么化解这样一个 %左右为

难$的%被休假$困局-

一个最直观直接的出路似乎应

该是!增加法定假日本身!或者在现有

(

个法定假日的基础上再增加新的假

日!或者将现有
(

个假日的休假时间再

增加+虽然这种增加假日出路!目前具

有一定的可能性!但也得承认!通过这

一办法解决%挪假$困局的作用仍是十

分有限的+毕竟!假日不可能无限度增

加3同时!法定假日即便再多再长!也

仍然是全民集中统一性质的 %被休

假$!仍难免%拥堵$等副作用+

长远化解%挪假$困局的出路!

无疑只能是老生常谈的 %带薪休

假$制度+ 众所周知!任何真正成色

十足的权利!%可选择$的自由都是

其中不可或缺的本质要素+ 作为权

利的休假权当然也不例外+ 而一旦

缺乏这种选择自由!休假权必然难

以名副其实+ 而%挪假$所以会形成

这种%左右为难$困局!归根结底 !

要害也正在于此222并不是一种

表面具体休假安排方式,休假时间

长短多寡上的困局!而是一种权利

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保障的困局+

!挪假"困局拿什么来化解!

!

贵峰

近年来! 国内一些大中城市的

高中%国际班$日趋火爆!吸引越来

越多的家长送孩子前往就读+ 但一

些国际班不仅收费昂贵! 而且教学

质量堪忧+ 如北京某高中招收的国

际班! 一个学生一年需缴纳显性费

用近
%'*(

万元+ .新华社%新华视点$/

相关调查说的没错!很多国际部,

国际班实际上是出国留学培训班+这一

点!只要看其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就不

难明白+ 多数国际班设置托福,雅思以

及
+,-

培训课!并会安排学生到国外参

观交流+ 这些课程安排!瞅准的就是当

下许多家长想送子女到国外留学的热

潮!迎合了市场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

这些培训班日益火爆并非偶然+

问题在于!目前在这方面尚缺乏

严格规范和监督! 难免有许多家长吃

哑巴亏+ 特别是! 许多家长不了解行

情!又急于为孩子创造留学条件!学校

和机构不免会借此机会捞钱+例如!一

些国际班号称中外合作! 其实外教都

是兼职的!根本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还有必要关注的是! 这类留学

培训对孩子的影响+想出国留学!首

先要过外语关!这固然没错+但类似

这些培训一方面教学效果未必明

显! 另一方面却给孩子带来了沉重

负担+我相信多数家长都抱有%脚踩

两只船$的心态!也就是一边让孩子

做好留学准备! 另一边又不想放弃

国内高考!免得没有退路+如有的家

长就给孩子排满了计划! 高一考托

福!高二拼会考!同时准备
+,-

!这

样多数孩子到高三免不了既要应付

中国高考!又要对付%洋高考$+

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的应试压

力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不少+许

多家长想把孩子送出国! 原本是为

了绕开高考! 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

育+ 结果!孩子们尚未开洋荤!在国

内就先遭了洋罪+ 能否留学还是未

知数!孩子们的苦头却是吃足了+相

关机构把出国留学变成了另一种应

试教育!这何尝不也是舍本逐末+

在我看来!这类培训机构应该交

由市场机构举办!并健全相应规范!使

之走向正规化+ .原载0广州日报1/

高中国际班&未开洋荤先受洋罪

别对女市长化妆敏感
中国日报网载# 由中国市长协会

女市长分会, 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举办

的第十四期全国女市长研究班.上海/

结业典礼!日前举行+ 为期
"

天的课程

培训后! 来自全国
%#

个省市的
&%

位女

市长们纷纷表示%很受用$+

这条新闻引起大家兴趣的! 不是

女市长研究班本身! 而是另一件 %花

絮$性的事!就是标题说的!%学习插花

化妆提升个人魅力$+果然许多网友表

示了不同意见'%无论男女干部! 为民

造福应是根本魅力$,%作为女市长!最

美的是内在道德美! 而不在外在形象

美$,%女市长再怎么搞漂亮几十岁的

人了!难道要学刘晓庆装嫩$**

网友的看法都有道理+ 但是犯了

绝对化的毛病222不能把内在美和外

表美对立起来! 也不能把为民造福和

学习化妆对立起来+ 难道外在美与内

在美不能同时具备吗-

事实上! 网友们没有注意到这样

的事实'学习插花,化妆只是一个%插

曲$+

"

天的培训!主要是学习研究如何

和媒体有效沟通3 怎样最大程度发挥

团队能力,让人才各司其职3如何提升

其执政能力和领导力等+

而学点插花,茶艺,化妆!只是培

训区别于男市长的特点之一+ 公众反

感学化妆! 其实是把化妆误解为 %装

嫩$了+ 每个女人都可以学化妆!而女

市长学化妆更该是工作和职业需要+

希望公众对女市长学化妆不必过

于敏感3而对于女市长来说!则对公众的

不满不必过于反感+ .原载0信息时报1/

胸透成" 凶透# !

!

中国广播网#中国医学检查%胸

透$使用率为
.%/

!而美日等发达国家

已淘汰+专家提示!胸透的放射线可致

部分机体细胞受损! 受损细胞在一定

情况下或将成为癌症祸根! 胸透不应

是少年儿童体检的常规检查项目+

点评#不久前有媒体吐槽!儿童验

血钙被称为最%坑爹$体检!成了医疗

机构浑水摸鱼的项目+ %胸透$不幸又

成%血钙$!胸透成了%凶透$!医疗机构

唯利是图真可怕+医疗项目中!还有多

少%血钙$,%胸透$-有待医学权威部门

作出厘定!而不是总等媒体来揭发+

!飞飞记不清到底与刘某发生过多少次关

系$据孩子回忆$三周左右就发生过一次"

222黑龙江校车司机被指多次强奸
%'

岁

女生! 还找朋友轮奸+ 威胁女孩称泄密就杀

全家+

出处#黑龙江晨报

!尤其和女士打交道时$ 距离感更容易被

拉近"

222湘潭男子名叫%舒服$!称和女性打交

道受欢迎+

出处#湘潭晚报

%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
"#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