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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 评论

良法贵在推动善治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

会各界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
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缴入库
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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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断绝师生关系书”滑教育之大稽 □陈清华

“我不去秋游，没有集体荣誉
感，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七（2）班的一
员，从今往后不需要老师的帮助和
教 导 ，有 什 么 事 都 不 会 去 找 老
师”。10月29日，中山市小榄镇福
兴学校初一学生晓琳（化名）因未
参加学校秋游，被班主任要求写下

“断绝师生关系书”，并按下手印。
（10月31日《南方都市报》）

不参加秋游，后果有多严重？
班主任很生气，少拿了回扣不说，
还有一种潜意识当中的思维定势
——如果都像你那样，集体活动还
怎么搞？于是学生被要求写下“断
绝师生关系”！如此软暴力令人心
寒，也实在冷血又滑稽。我想，这
位不参加秋游的同学，要么是病
了，要么是家贫无力承担上百元的
秋游费。如果是生病不能参加，还
要被“断绝师生关系”，岂非二次伤
害？简直荒唐又冷酷。如果因家

里一贫如洗不能参加，那这孩子该
有多么憎恨贫穷呀。如果他像北
京“房娃”——初中生小虎那样，家
有 14 套房子，家里用 2 套，12 套房
子出租，他会不会也会问那个反智
的问题：“那些钱够我吃三辈子了，
为什么还要上学？我收房租就行
了。”

不管怎么说，秋后算账，“抛
弃式”教育都是简单粗暴的，也
是“缺德”的。更何况，“断绝师
生关系书”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承
认和保护，只会对学生身心造成
伤害。纵然犯错，教师也要善待
和宽容，方为上策。那么，该如
何对待犯错的学生呢？郑文在 10
月 24 日 《中国青年报》 上撰文
《教育学生借鉴“四颗糖”的故
事》，提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四
颗糖”的故事，值得我们进一步
思考与借鉴：陶行知在当小学校

长时，一天在校园里看到一名男
生正想用泥块砸另一个同学。陶
行知及时制止同时令这个学生去
自己的办公室。在了解情况后他
回到办公室，发现那名男生正在
等他，便掏出第一颗糖递给他：

“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比
我先到了。”接着又掏出第二颗糖：

“这也是奖励你的，我不让你打人，
你立刻就住手，说明你很尊重我。”
该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陶行
知又掏出第三颗：“据了解，你打同
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
义感。”这时那名男生已经泣不成
声了：“校长，我错了。不管怎么
说，我用砖头打人是不对的。”陶校
长这时掏出第四颗糖：“你已经认
错，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少些粗暴的惩戒，多一些善待
和宽容，多一些该有的温度，传递
开放和认同，那才是爱的艺术。

副司长家藏2亿 审批不透明必腐败
今年 5 月以来，社会上一直传言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
家中被搜出2亿余元现金，点钱时烧
坏4台验钞机。在前日举行的最高人
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这一传言得
到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徐进辉局
长证实。

据徐进辉介绍，反贪总局依法立
案查办了一批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
的职务犯罪案件，目前共查办11人，
都是司局级干部，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的有6人。

官员家有 2 亿余元现金，透露部
分审批权背后的腐败现状。按徐进
辉局长的分析，它说明了两点：一是
所在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二是
审批权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
部监督机制。魏鹏远等人既是宏观
政策制定者，又是具体项目审批者，
可以直接决定许多企业的利益得失，
权力和资本很容易搞到一起。

众所周知，权力过大和过于集中
是腐败的一个根源。分解和约束过分
集中的权力，实行决策与执行分离，过
去说得多，做得少。近两年来强调简

政放权，力推减少、下放、取消审批权，
可有可无的行政许可原则上都要取
消。这是切实的权力瘦身之举。

不过从反腐败的需要看，下放审
批权固然重要，但还不够。许多审批
权下放，不过是变换了一个图章而
已，其中的权力寻租空间仍在，像矿
产管理领域，一些审批权的存在是不
可避免的，它必然与许多企业的利害
得失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大力削减下放审批
权同时，对于那些减不掉的审批权，
要改善审批的过程，让审批透明，受
社会监督，让权力运行公开透明起
来。公开透明我们讲了多年，但至今
尚未完全做到，这与相应的机制不完
善有很大关系。

所以，审批条件、标准、程序、权利
救济安排等等，这些审批要素环节应
公示公开，并且严格遵照执行，如此才
能大大压缩权钱交易的空间。可以探
索网上审批、非面对面审批，对于重大
复杂审批事项，可以将听证作为法定
程序。透明了，责任落实了，审批权就
会趋于规范。 （原载《新京报》）

1日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这是行政
诉讼法实施 20 多年来的第一次修
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对
于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
治政府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立案难、
审理难、执行难”等行政诉讼领域被
诟病已久的问题，此次修法从扩大
受案范围、畅通诉讼渠道、增加对行

政机关负责人的责任等方面进行了
更完善的制度设计，以保障“民告
官”更为顺畅地进行。这体现了立
法机关进一步限制公权力、保护私
权利的坚定决心，值得点赞和期待。

徒法不足以自行。新的行政诉
讼法能否不折不扣地贯彻和实施，
行政机关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
一方面，行政机关必须牢固树立法
治理念，尊重和维护法律权威，积极
支持、配合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行政
审判和执行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在
制度安排和创新方面做出进一步努
力，例如健全行政应诉的配套制度，

强化责任制，把行政应诉工作纳入
到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指标考
核体系中来推动。

以法治促善治，是立法的原旨和
初衷。任何“民告官”的官司，对于群
众来说都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应当
越少越好。因此，必须从源头上减少

“民告官”的因由。这就要求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依法行
政水平，确保各类行政行为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同时，进一步做好改革发
展、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切实维护
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
正让老百姓满意。 (据新华社)

□邹伟

南国都市报11月1日讯（记者 王
天宇）一个月前，在海南省经济技术
学院汽修专业就读的年仅17岁学生黄
武清被查出身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现正在海口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接
受治疗。医生说医疗费将达70万元，
其中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就需要50
万元。如今住院不到一个月，就花去
了7万多元，家里仅有的积蓄用完，
并且已经负债累累。黄武清的父母因
为筹不到医药费，心急如焚。目前，
他们向社会求助，希望社会爱心人士
伸出援助之手，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17岁花季少年患白血病
28日上午，记者来到海口市人民

医院血液科病房，见到了躺在病床上
的黄武清和他的爸爸黄大茂。黄大茂
说，他的儿子已经在海南省经济技术
学院汽修专业就读两年，今年8月份
已经在海口一家汽车公司实习。刚实
习一个星期，黄武清感觉身体乏力、
头痛，起初也没有当回事，就让孩子
回老家定安县龙湖镇进行休养，但一
直未见好转，随后他便带孩子到当地
的医院检查。

“当时诊断的结果为贫血。经过一
段时间的治疗后，还是没有好转，就
到海口市人民医院看病。经过医生检
查，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黄
大茂说，他和他的妻子常年在家务
农，生活十分困难，原本家里有些橡
胶树，割胶可以赚点钱，但也被今年
的两次台风给摧毁了。为了给孩子筹
钱，他到处找亲戚朋友借，如今再也
借不到钱了。现在，黄武清住院20多
天，已经花费了7万多元，目前还拖
欠医院近3万元的医药费。医生说，

治好他儿子的病需要70万元，这对于
他们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儿子写遗言，想放弃治疗
黄大茂说，他的儿子非常懂事，知

道家里没钱，曾多次提出想放弃治疗。
就在这个月28日那天上午，在整理病
床时，他偶然发现黄武清写了一封离别
留言，准备放弃治疗离家出走。当时他
流泪了，非常伤心。“我希望孩子不要有
这样的想法，只要孩子还有一线希望，
我就是砸锅卖铁、四处借钱，也要给孩
子治疗。”黄大茂说，现在他和他的妻子
每天轮流值班看护孩子，生怕一不留
神，孩子会出走。

记者看到，黄武清在留言中写
道：“爸爸、妈妈，感谢你们的养育及
无限关爱，没想到我陷病魔给家人带
来如此巨大的灾难，目睹双亲日日消

瘦，细想家里的经济现状，我只好离
家出走，告别无奈。或许也只有这
样，我们这个家才有救，否则我将误
家，成为罪人……”这200多字的留
言透露出黄武清对病魔的无奈。

黄武清告诉记者，原本将步入社
会的他，马上就要工作，有望为他贫
困的家庭补贴家用，没想到病魔如此
的无情将他击倒，这笔巨额的医药费
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所以他不想连
累家人。

黄大茂说，他特别想救他的儿
子，可因筹集不到医药费，几乎到了
走投无路的地步。如今，坚强的黄武
清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与病魔抗争，
他需要您的帮助。如果您愿意帮助患
病 的 黄 武 清 ， 请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966123，或拨打黄武清爸爸的电话
13876683764。

17岁少年写下遗言欲放弃治疗

黄大茂正在照顾患白血病的儿子。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天宇摄

8旬夫妻
将3000元善款
送到医院

南国都市报11月1日讯（记者林
文泉）日前，本报报道的文昌市锦山
镇一名12岁的小姑娘突然被检查出
患脓毒血症，生命危在旦夕，但因家
庭贫困难以继续治疗。见报后，引起
多名社会爱心人士关注，一对8旬的
夫妻将3000元善款送到医院，让小
玉家人好好给小孩治病。

小玉的母亲叶瑛凤介绍，10月
31日，《南国都市报》报道了女儿患
重病的事后，目前，爱心人士共捐了
4.1万元的善款。

叶瑛凤表示，10月31上午，一
对80多岁的夫妻来到医院，通过护
士认识找到了她，一见面，就将
3000元现金送到她手中，希望小玉
能够早日好起来。

叶瑛凤看着爱心人士送来的爱心
善款，满脸是泪水，“女儿的治疗又
有希望了，谢谢这些爱心人士。”

据了解，目前小玉住在 ICU病
房内，每天的治疗费用需要万元左
右，这些善款，也只是能够维持小玉
4天多的治疗，希望爱心人士继续伸
出援助之手，帮助这个家庭。小玉的
母 亲 叶 瑛 凤 联 系 电 话 ：
18789714638，或者直接汇款至账
号：3212 2560 0000 0167（海
南农村信用社，户名潘少英，小玉的
父亲）。

新闻追踪

《12岁姑娘突然患脓毒血症危
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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