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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扶人被讹的少之又少，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三门峡扶人协会成立一
年来，会员 2 次扶人被讹数千
元。测算认为扶人被讹的几率约
为十万分之一。

出处：法制晚报

“按要求，把这些情况说明，
你手抄一份，都签名，按手印”

——吉林落马官员受审，辩

护律师指检方曾要求被告儿子照
抄对父亲不利证言。

出处：中国青年报

“那位奶奶说，女孩按电梯的
手有点发抖”

——杭州 11 岁女孩几天没
交作业，被家长领回家后从7楼
跳下。有邻居称曾和她同乘电
梯，见其还帮一位奶奶按电梯。

出处：今日早报

一语惊人

头条 评论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新京

阳光办案，让区伯案“脱敏”

在广州以监督公车私用而闻名
的区伯，在长沙涉嫌嫖娼被当地警
方抓捕的事，甫一曝光就成为舆论
大事件。近日，舆论对此案件的质
疑持续升温。

首先，是当地公安机关对区伯
嫖娼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一时间
就在网上公布了，并呈现病毒式的
传播。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31条“公安机关及其
人民警察在办理行政案件时，对涉
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
隐私，应当保密。”然而，这份包含着
区伯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嫖娼细节
等内容的处罚决定书，就这么大大
咧咧地出现在网上。

其次，隋牧青、蔡瑛两位律师要
求会见拘留所内的区伯，却阻力重
重。以上种种都只是律师单方面的
陈述，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但在
如此局面之下，当地警方应该直接
回应，回避、沉默只会对公安执法的
公正性造成伤害，放大律师单方面
陈述的可信度。其实，警方抓嫖处
罚是正大光明的执法行为，不必藏
着掖着。

第三，按《大河报》3月31日的报
道，区伯嫖娼所在地——湘府国际
酒店的女服务员称，房间“里面东西
基本没动，被子被掀开了”，也没有
人洗过澡。长沙警方应及时通报，
通过什么样的主客观证据，确定区
伯嫖娼以及嫖资。

不应该公开的嫖娼处罚决定，
第一时间意外上网；律师会见，状况

迭出；理应凌乱的招嫖现场却是“基
本没动”……再加上区伯长期监督
公车私用，成为某些职能部门的“眼
中钉”。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种种

“阴谋论”就会被不少人接受。
违法就是违法，区伯之前监督

公车私用，正义感满满，不代表他真
的嫖娼了，就不能受到法律处罚；同
理，他真的违法了，也不能代表之前
他监督公车私用就做错了。本案不
能人为地“敏感化”，依法该怎么处
理就怎么处理。

现实是，本案蹊跷丛生，舆论质
疑之声鼎沸，而至今当地警方没有
做出任何正面回应，澄清误解；回
避、沉默绝不是司法自信的体现。
希望长沙警方及时释疑，阳光办案，
才能让区伯案“脱敏”，化解舆论质
疑。

官员学车任性是伪问题 □信时

新华社记者从长春市多家驾校
了解到，随着公车改革的推进，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报名考取驾照的人
数明显增多。但对于其中一些在单
位“说了算”的学员，有教练称在
教车过程中颇感困难，“碰到这样
的学员让人很痛苦。”某52岁副局
级干部光科目二就考了10次，教练
换了3个。

官员一旦和“任性”沾上边，

往往吸引眼球。但客观讲，官员学
车的“任性”和权力的“任性”，
没有多大联系。倒是教练口中的

“痛苦”显得有点矫情——人家花
钱学车购买的是服务，哪有商家埋
怨消费者的道理？

公车改革后，公务员购车热也
好，学车热也罢，都说明了两个问
题：一是改革动了真格，官员不得
不开私家车；二是驾考更规范、更
严格了，以前通过金钱或权力直接
拿证的时代也已作古。

因此，官员学车“任性”是一

个伪问题，个别教练的感受不能说
明全部现象。反而，某官员光科目
二就考了10次，说明该官员没有利
用权力走后门。而且学员老是通不
过考试，难免上火，教练也有责
任，别光顾着抱怨别人。

值得一提的是，假如有的官员
学车真的“任性”，特别是耍派头，那
么教练不能只剩下“痛苦”，那种平
时训斥普通学员的劲头哪去了？官
员已经放下了“任性”的权力，有些
人却还没有放下对权力的敬畏，这
才是真正的问题。

热点 冷说

清明节将至，网上出现不少提
供“代人扫墓祭祖”的商家，收费
从几百元到万元不等。中国民协副
主席、著名民俗学家赵书曾表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扫墓的民俗形式
也在发展，独生子女也多了起来，
如果实在来不及，找人代理扫墓也
是一个办法，不能一票否定。（3月
30日 《成都商报》）

人的观念总是不断变化、发展
与进步的，以有偿代人扫墓为例，刚
刚出现时，迎接它的是一片质疑与
非议之声，不管是民俗专家还是普
通网友，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这种
做法不妥当，但不过三五年工夫，付
诸行动的人却变得越来越多了。

客观而言，代人扫墓虽然不符
合传统理念和习俗，但结合现实情
况，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它
确实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比如清
明节假期很短，一些人远在距离家
乡几千里外的城市工作和生活，要
想回家扫墓，舟车劳顿，花费不菲
不说，时间上也往往来不及。而花
钱请人代为扫墓，把自己亲手撰写

的祭文让代扫墓人在亲人墓前诵读
一下，也一样可以追思与悼念。

当很多人开始接受这种扫墓方
式的时候，另一个问题也凸显出
来。记者暗访发现，很多开展代人
扫墓服务的商家，扫墓过程中存在
弄虚作假的行为。比如明明是一个
人去扫墓，却说成是一行人以凸显
正规隆重；明明没有在逝者墓前诵
读祭文，却宣称诵读了。至于其他
扫墓过程偷工减料、缺斤短两的现
象，比比皆是。

这种行为忽悠的是逝者，但失
望的却是生者。一种新生事物能够
被世人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而一旦这种新生事物被证明其
对社会没有什么价值，或者弊远远
大于利，那么可能还没等到它发展
壮大就会被淘汰。代人扫墓正处于
这样的一种状况，如果代人扫墓服
务的商家不珍惜消费者的这种信
任，会给整个行业蒙上一层阴影。
所以，代人扫墓也要以诚为本，若
弄虚作假，谁会愿意花钱购买这样
的服务？

代人扫墓也要以诚为本

□华商

南国都市报4月1日讯（记者纪
燕玲通讯员张云云天飞）记者今天
从海口市纪委获悉，海口市龙华区
纪委监察局对媒体曝光的“海口侨
中里有座垃圾山”事件进行问责，
两人被免职。

2015年 3月 13日，媒体曝光
了“海口侨中里有座垃圾山”，严
重影响了群众正常生活。龙华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区纪委
监察局立即调查，并对相关人员进
行问责。

经查，发生问题的是省重点项

目海秀快速路建设推进过程中的一
个拆迁现场，由于春节前拆迁的建
筑垃圾没有及时清运，加上附近居
民随意丢弃垃圾，现场形成了约600
余吨建筑垃圾和部分生活垃圾混合
堆放的垃圾堆。自征收拆迁以来，
建筑垃圾堆积多，相关责任部门未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清理，导致该周
边居民生活垃圾随意丢弃，严重影
响了群众正常生活，社会反映强烈。

大同街道、龙华区环卫局和侨
中社区等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在辖
区环境卫生整治中履职不到位，未

认真执行《海口市龙华区城市管理
六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有关要
求，对六大专项整治“三包一”责
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工作监管、执
行不力的问题，导致环境整治责任
包干的片区生活垃圾大量存在，影
响了群众正常生活，造成一定的社
会负面影响。为此，省、市、区领
导高度重视，要求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责任追究。

为严肃纪律，经龙华区纪委常
委会和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
并报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常务会议

同意决定，根据《海南省“庸懒散
奢贪”行为问责办法（试行）》第
五条第四款之规定，对大同街道工
委书记、大同街道海秀快速路项目
征收领导小组组长杜某某进行通报
批评并责令书面检查；对区环境卫
生管理局局长吴某进行通报批评并
责令书面检查；对大同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钟某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书
面检查；免去伍梓瑞区环卫大队第
四中队中队长职务；免去欧彩萍大
同街道侨中社区党支部书记和工作
站站长职务。

重点项目拆迁现场垃圾成堆

海口龙华区2人被免职
海口8家药店
通过首批新版GSP认证

南国都市报4月1日讯（记者
蒙健）海口市食药监局近日已正式
启动全市药品零售企业GSP认证
及许可证换证工作。目前海口市已
有8家药品零售企业通过首批新版
GSP认证。

据介绍，经过海口市食药监局
4个检查组三天的现场检查，8家企
业通过了首批GSP认证并将换发
新的“多证合一”许可证，8家企业
分别是海口国益堂大药房、秀英华
健药业大药房、龙华济仁堂药品超
市、养天和龙邵分店、养天和龙砾分
店、养天和国贸分店、同仁堂海府路
店和同仁堂国贸大药房。

海口7家学校食堂餐饮
被责令停业

南国都市报4月1日讯（记者
蒙健）为切实加强春季开学海口市
学校（幼儿园）食堂餐饮食品安全
工作，海口市食药监局从2月25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多
月的学校（幼儿园）食堂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
警告责令改正99家，立案查处4
家，责令停业7家。

据介绍，此次专项整治开展拉
网式监督检查，依法严厉查处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是否具有
餐饮服务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
明是否有效、清洗消毒是否到位、加
工管理制度是否落实和是否存在违
法使用食品添加剂行为等。

海口表态从重查处
B超鉴定性别

南国都市报4月1日讯（记者
纪燕玲）记者今天从海口市获悉，海
口今年继续以“零容忍”的态度，从
重从快查处B超鉴定性别、非法引
产等“两非”案件，对发生“两非”案
件的单位要实行“一票否决”，负责
人要问责，当事人要严肃处理。

治理性别比偏高一直是海口市
近年来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问题。今年，海口市被列入全省出
生人口性别比重点治理市县，任务
艰巨。海口市有关领导表示，必须
严格落实出生实名登记、B超实名
登记、凭证引产等制度，加强B超使
用和引产的监管，做好孕情跟踪服
务管理。要继续深入开展“关爱女
孩行动”，营造有利于女孩健康成
长、成才、就业的良好氛围。

3月30日下午，海甸岛和
平大道四东路口。电动车正在
行驶，这个刚放学的小学生居
然趴在后备箱上写作业。孩子
很会抢时间值得点赞，但要注
意安全哦。

南国都市报记者 陈卫东
摄

如此如此写作业
勤奋诚可贵
安全价更高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