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华时报：据报道，沈阳地铁
上有一对情侣在车厢内忘情拥吻，
甚至还有“男子将手伸进女子上衣”
的 行 为 ，众 网 友 看 后 表 示“ 受 不
了”。这样的报道并不新鲜，但屡屡
被网友、媒体曝光，且每每引发不小
非议，可见在公共场合，这种动手动
脚的“秀恩爱”，还是无情地撞击了
大家喜闻乐见的“秀恩爱规范”，所
以，很有必要来捋一捋：情侣秀恩爱
的基本涵养。

画面一：一对头发花白的老爷
爷老奶奶，步履蹒跚，手牵着手，在
人群中淡然前行，留下一串佝偻却
温馨的背影，在夕阳晚照的底色中
打上醉人的玫瑰花。这种“秀恩爱”
每见一次感动一次，毫无违和感，道

尽人间沧桑却又说尽世间真情。特
点就是：举手投足都配得上公共道
德、大众审美，并且点到为止，无声
胜有声。

画面二：地铁公交上、公园、候车
室里，俩情侣又搂又抱、又亲又摸，如
入无人之境，身边一群观众完全被

“隐形”，大有“爱不惊人死不休”之
势。老人看了天旋地转，中年人看了
连连摇头，年轻人看了肝火上升，小
孩看了一头雾水，“秀恩爱”已由“感
情戏”沦为“情欲戏”。这混淆了私密
场合与公共场合的区别，直让旁人大
呼“受不了”，是为低级境界。

“秀恩爱”是个技术活，也是个
涵养活、公德活，大凡这类事情，宜
疏不宜堵，尤其要多问计于民。

“秀恩爱”不只是个技术活

微评论

韩国驾考
由于在韩国考取驾照时间短、

费用低，不少中国人选择赴韩考取
驾照。韩国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
只有68名中国人在济州岛取得驾
照，但到2014年猛增至991人。截
至5月，今年济州岛已向1093名外
国人发放了驾照，其中中国人占了
90%。（7月20日《新京报》）

点评：“打死，打死，方向打死，笨
死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国内
教练吼我了，外教再凶我也听不懂。

双重标准
南京7 家电影院，有5 家都在

检票入口处等设置了“谢绝外带食
物”的提示牌。但观众自带的不让
进，电影院自己销售的食品却可以
带进去。之所以禁止观众自带饮
料和食物，一家电影院的检票处工
作人员称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观影
效果。（7月20日《现代快报》）

点评：“谢绝外带食物”就能保
证观影效果啦？

广场舞跳出低房价，
也是醉了

@新华网：大妈的广场舞能
导致房价下跌，这让不少网友惊
讶。据悉，哈市中北春城小区靠近
广场的几栋楼的居民很苦恼，每到
傍晚的时候，他们就要忍受广场舞
音乐的袭扰。一户居民忍无可忍
打算卖掉房子，但降价12万元，依
然无人愿意接手。

点评：从扫黄金、抢奶粉、炒股
再到现在的广场舞把房子跳掉价，
处处显示出“中国大妈”的威力。
再说回广场舞，本来跳广场舞是一
种健康的娱乐活动，既可锻炼身
体，又可丰富市民的生活，非常值
得鼓励。但其实广场舞引纠纷新
闻并不少见，为什么呢？问题就是
出现在广场舞“扰民”上。还是那
句话，跳广场舞，不能只顾着自己，
尤其是在公共场合，更应该要注意
自己的行为，最起码不要给他人带
来袭扰，当然有人开玩笑，北上深
的房价太高了，大妈快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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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呼格案一审法官呼尔查、
宫静被任命为呼市中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一事在微博上遭到呼格案家属
质疑，呼市中院监察室相关负责人回
应称，此次任命系工作需要，属正常
任命、非升职，“追责还未出结果，任
审委会委员并非意味着不追责”。（7
月20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

追责到底，是民众对司法的一
贯期望。而从现代法律精神来看，
厘清当年参与呼格案的两名法官究
竟该承担多少责任，也是司法部门
应尽的义务。换言之，整个呼格案
的正义回归，应该到追究所有与此
关联的人员为止，而不是仅仅欢呼
个人名誉的回归。

诚然，囿于历史因素影响，当年
呼格案判决或许受到不同的压力。

但法律面前，没有任何因素应该影响
判决公正。作为法官，可以依据现有
证据作出符合良心与法律的判决，对
尚存疑惑的地方，也不应漏过，应要
求公诉部门补齐证据。

因此，法官尽管并非导致这起错
案的初始因素，但纵观全案，却是司
法程序守护个案正义的最后一道壁
垒。不论何种理由，促使他们这样
做。在呼格案上，这两名法官都有不
可推卸的失察责任，不疏忽对其的惩
戒，正是给后来者留下教训。呼格案
家属担心一审法官调任呼市中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是升职，正是担心这起
案件的追责受阻。

而一个更重要的现实问题是，此
前呼格案复审已经说明一审判决是
存在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过了这么
久都没有对呼格案一审法官呼尔查、
宫静追责的更进一步信息，而是在家
属发现“疑似升职”后，才匆忙出面解

释这两人被任命为呼市中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不是升职。这无疑给外界
传递出一种错误的信号，也让错案纠
错的意义打了折扣。毕竟，从司法正
义角度来说，责任未有厘清之前，两
名法官不适合再在司法领域工作。

当然，糊涂案不是一个办错案的
法官所能酿成的。当初呼案，究竟有
多少因素导致错案酿成，应该在复查
这两名法官中得出真相。这两名法
官也只能承担他们的分内责任。但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即尽快推
动呼案依法追责，让追责结果公之于
众，而不是让公众与家属猜测与等
待，消耗司法公信。

依法严办“乱判葫芦案”的法官，
这是呼格案纠错不能回避的责任问
题。对制度建设而言，对一审法官追
责还应成为司法纠错样本，让错案追
责成为不可撼动的法律常识与习
惯。（原载《郑州晚报》）

呼格案一审法官追责，应成司法纠错样本
一家 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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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纪律、轻视制度的人，终
究要付出应有的代价。日前，中纪
委通报两起案件事件值得关注。一
是自去年以来，交通运输部18名领
导干部因瞒报个人事项，被取消考
察对象资格；二是天津临港经济开
发区副局级干部石力，两年前因公
款大吃大喝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却依然我行我素，终被开除党
籍、行政开除，其涉嫌违法犯罪问
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

党的十八大后，从“八项规

定”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再到正在开展的“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中央加强干部作风
建设的决心有目共睹。中组部则在
去年 1 月下发 《领导干部个人事项
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并从今年
提高随机抽查比例，干部选拔任用

“凡提必查”。可谓打虎拍蝇从未松
劲，整风肃纪新政迭出。

权力的笼子正被编织得更紧、
更密，可部分领导干部却置之不
理，甚至旧“病”复发，视制度为
儿戏，对党纪国法与政治规矩缺乏
敬畏之心。在日常工作中，面对中
央整风肃纪的长期决心和坚强定

力，他们用“一阵风”“运动式”的
眼光来看待，或以为中央肃纪、公
众监督的目光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因此，增强作风建设的制度“刚
性”，违规事件发生必动真格，才能
打消干部的侥幸心理。

这两起案件事件当事人仕途受
挫、丢掉饭碗乃至面临牢狱之灾的
结果，应当足以警醒他人及有此类
问题者，应尽早自查自纠，避免重
蹈覆辙。此外，各级领导干部理应
以身作则，带头严格落实各项制度
规定，做到令行禁止。以看得见的
作风转变和扎实的成效，交出让人
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新华社记者萧海川吴振东

回回动真格，干部才能不心存侥幸
新闻 漫画

北大教授、生命科学院前任院长
饶毅可能不是个圆滑的人，他以前在
《科学》杂志写的一篇对科研体制的
质疑让同行们好一阵尴尬。最近，在
北大本科生毕业生典礼上，他作为教
师代表，在一个憧憬美好未来的时
刻，又不合时宜地谈起了不敢祝愿每
一位毕业生都成功、都幸福的话，往
意气风发的学生头上泼冷水。（见 7
月21日《钱江晚报》）

饶毅的致辞也算是心灵鸡汤，只
不过，其致辞不谈成功，谈人性；不谈
未来，谈人生。说的都是大实话，“每
个人都是生命的奇迹，所以千万别荒
废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存在价

值。”致辞非常简短，只有535字，但没
有大话、套话、空话，而是非常真诚。

大学几年，逃课上网、考试作弊
式，“混日子”的学生不少；不上课，花
钱请人签到的学生也不是没有。“埋
首故纸堆”，只是为了考试拿到一个
高分的学生更多。真正享受学习、寻
找知识价值和学习乐趣的学生并不
多。君不见，毕业酒会上，即将各奔
东西的同窗，也是各自说着不着边际
的客气话，哪里像李白在《春夜宴从
弟桃花园序》一诗中所写——“夫天
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
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
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
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
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
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
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

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
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斗数。”更多的
学生口里说着“浮生若梦、为欢几
何”，精神和心灵却无法达到光明洞
彻、爽朗不尽的春天气息，笑声盈盈
中无法将生活升华到诗的高度。

人无德不立。追求利润最大化，
追求一个“经济人”层面上的成功没
有错，但不能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
利是图、损人利己，正如《史记》中老
子对孔子所说的那样：“良贾深藏若
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一个人如
果“财之日进而德之日损，物之日厚
而德之日薄”，则危矣。生活中那些
从“起朱楼、宴宾客”，到“楼塌了、被
关了”的例子还少吗？古人说得好，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北大教
授 535 字致辞，虽然简短，却有大智
慧，值得深思。

北大教授535字致辞值得深思

□陈清华

热点 观察

近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
公司将新增 5 位副总经理，至此公
司副总经理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11
位，高管人员已达到14名，而其年
薪更可能高达2107万元，遥遥领先
同行企业。消息一出，争议不断。
知名白酒行业专家铁犁表示，国有
大型企业设多位副总是个正常现
象，“贵州茅台这次略为多了些。”

（7月20日 《长江商报》）
@何勇海：在中央八项规定、

禁酒令等政策影响下，国内白酒
业正在普遍经历前所未有的“寒
冬”，诸多酒企因失去公款消费的
拉动而遭受重创。哪怕是原先炙
手可热、被称白酒“一哥”的国
酒茅台，其经营环境也发生了巨
大变化。在如此背景下，茅台仍
配 备 11 名 副 总 ， 到 底 是 “ 不 差
钱”还是太任性？如果是前者，
可想而知其利润有多高；如果是

后者，个别国企高管的任命失控
也不难想见。

即使茅台在白酒“寒冬”中不
差钱，配备高管职数也要悠着点。
因为茅台是国企，手握全体人民的
资产，利润分配要体现社会效益优
先，要兼顾分配公平，而不是在内
部搞“排排坐，分果果”。更何况，
茅台像其他国企一样，占尽了体制
优势和政策红利的好处，即使获取
高额利润，也不宜“膨胀”其高管
队伍。

国企扩容高管队伍不能任性
热点 快评

强加兴趣

“ 我 要 让 警 察 叔 叔 把 妈 妈 带
走，我不想学围棋！”暑假到了，
孩子们原本应该快乐无忧的假期时
光，却被家长塞进了各式各类、五
花八门的兴趣班。这个暑假，5 岁

的萱萱被妈妈安排学钢琴、围棋、
英语、画画……一天要上四五个兴
趣 班 把 萱 萱 惹 怒 了 ， 嚷 着 要 打
110，找警察叔叔“解救”她。（7
月20日东北新闻网）

近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指
出，山西省一些地方有的领导干部

“习惯”在住地办公，不到办公室
办公。他要求“从今天开始，全省
各级领导干部一律到办公室去办
公”。（7月20日澎湃新闻网）

@夜间列车：在办公室办公
务，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如今
却需要下“严令”方能执行，看来
真是病得不轻。给这些“得病”的
领导干部开个“方子”，保证药到
病除：不愿在办公室办公的，一律
到环卫工、交警、公交车司机等不

需要在办公室办公的岗位上办公。
@段郎说事：原来有些领导干

部都不在办公室办公啊！不在办公
室上班，那盖那么多办公楼干吗？
另外，不在办公室办公的领导干部
究竟是哪一级干部呢？说出来，让
俺有个参照的“奋斗”目标！

@军神先熊：简直近于黑色幽
默：到办公室去办公，到食堂掏钱
吃饭，回家和老婆睡觉，到财务领
自己的工资——这些还要省委书记
亲自来要求、强调，是在办幼儿园
啊？

官员到办公室办公还用要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