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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键词 菜刀

对于“一刀切”式管理思维，民间曾有“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形象比喻。其实，生活的逻辑
或法则不是非此即彼，
许多问题或矛盾背后都存在着具有左右逢源、两全其美功效的化解举措。

观点圆桌

允许菜刀进地铁是人性化决策
深圳的
改 革 ，既 是
一个尊重常
识的问题，
也是服务理
念如何转变
的 问 题 ，更
是一个尊重
公众权利、
呼声和感受
的民生和民
主 问 题 ，值
得其他地方
和 行 业 借
鉴。

□岳建国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公安局日前出台新
然。其次，这项规定也缺乏上位法的支持，比如《治安
规，菜刀等生活生产工具以及摩丝等易燃生活用品，不
管理处罚法》只限制携带“匕首、三棱刮刀、弹簧刀”以
再“一刀切”式禁带上地铁。符合条件的菜刀、水果刀、 及“刀尖角度小于 60 度，刀身长度超过 150 毫米”等
餐刀、剪刀、工艺刀、工具刀等，若包装完好或采取包缠 “管制刀具”，菜刀、水果刀、餐刀、剪刀、工艺刀、工具刀
措施，可以进站。由此，公安机关和地铁公司针对市民
等刀具的刀刃部分在 10 厘米以下者并不在内。还有，
普遍关心的地铁限带物品的处理标准和执行规范进行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的发达，安检设备对刀具
专项研究，于 9 月初制订出台了《深圳市地铁对限带物
的辨别率越来越高，世界反恐经验的分享更加容易获
品安全检查操作规范》(试行)。
得，
安检工作对公众日常生活的干扰理应越来越少。
许多年来，各地警方为了“加强安全管理”，出台了
对于“一刀切”式管理思维，民间曾有“一管就死、
许多“一刀切”式针对全体公民的禁止或限制性规定， 一放就乱”的形象比喻。众所周知，生活的逻辑或法则
就“实名制”而言，不但延伸到网络、手机、自行车的购
不是非此即彼，许多问题或矛盾的背后，都存在着具有
买和使用，个别地区连购买口罩和感冒药也要“实名
左右逢源、两全其美功效的化解举措，如果决策者能以
制”，
“菜刀实名制”以及不允许带菜刀上地铁就是在这
民众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身心感受为出发点，而不
种背景下出现的。这类规定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保障公
是以政府部门在管理上是否方便为出发点，如果决策
共安全的作用，但这种思维也给公众生活造成了很大
者愿意去征求普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必然能得到比
的不便，有的地方甚至引发公众的抱怨和批评，深圳警 “一刀切”更好的解决方案。这种决策看似更麻烦，费
方“安检过程中，存在着市民因为携带违禁物品与安检
时费力，但执行决策过程中却能减少许多麻烦，比如地
人员产生摩擦的情况”就是证明。从这个角度看，深圳
铁安检问题，不但可以保障公共交通的安全，还能赢得
出台规定对刀具进行分类、要求对可以进入地铁的刀
乘客的满意，也能体现警方的智慧和自信。事实正是
具进行包缠等，是行政部门科学管理、公平执法的一个
如此，深圳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范实
体现。
施后，收缴物品呈现减少的趋势，
也受到市民好评。
即使从具体情况看，深圳的这项规定也应该修改
总之，深圳警方改变“一刀切”式管理思维的做法，
了。首先，这类规定大都出自对某项重大活动的安保
让行政行为更灵活、更科学、更公平、更具人性化，这既
需要或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分子恐怖袭击，都有“临时
是一个尊重常识的问题，也是服务理念如何转变的问
性”和“仓促出台”的特点。如果这些因素已不存在或
题，更是一个尊重公众权利、呼声和感受的民生和民主
者可以用其他办法有效预防，修改或解除规定就成必
问题，值得其他地方和行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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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举
报人主观上
出于何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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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达到何种
目 的 ，只 要
举报的内容
属 实 ，其 结
果在客观上
有利于社会
大 众 ，维 持
社会公正，
就理应得到
法 律 的 保
护。

用“吹哨人制度”解决“举报困境”

□董平 文

朱慧卿 图

据新华社报道，在举报沃尔玛使用过期原材料制
作熟食，煎炸用油“一个月不换”的一个多月后，沃尔玛
深圳洪湖店４名员工等来的不是企业的道歉，而是自
己的解聘合同书。

公民声音

比奇葩
发奖方式更
值得关注的
是 ，学 校 以
补课为名行
有偿补课、
乱 收 费 之
实 ，这 更 应
该成为此事
的 调 查 重
点。

本是打假的“正义斗士”，却保不住自己的一纸聘
书，而这并非个案。在当前举报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
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反腐领域，举报人保护被忽视、
利益受损害都并非个案，而开除、免职不算最差遭遇。
内部举报人的“举报困境”，往小了说，个人的正当权利
得不到保护；
往大了说，
不利于公民参与监督。
应该明确的是，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来自内部人
的举报，能够充分地揭露出行业潜规则，有利于弥补政
府的监管盲区，因此，把监管的各项成本降到了最低。
由此，需要一种制度来解决内部举报者的后顾之忧。
在欧美很多国家都立法建有“吹哨人制度”。
“吹哨人”，
也就是神秘的内部人士的爆料，这些知情人发现问题，
吹响哨声，大幅度地降低行政监察成本，能够制止问题
的发生，
对不遵纪守法的企业有很大威慑力。
“吹哨人制度”的法理在于：不管举报人主观上出
于何种动机，或者为了达到何种目的，只要举报的内容
属实，其结果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大众，维持社会公
正，就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希望我们也能尽早建立
相关制度，保护内部监督者的利益，从而避免“举报困
境”
再次发生。

奖学金到底奖学生还是奖老师？

□王勇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近日，有网民爆料
说，他曾就读的温州平阳鳌江中学多次向学生收取奖
学金费用，并通过电脑软件摇号给学生颁奖，对于不
交钱的同学，老师还叫家长送到学校。学校回应称，
在家长自愿的前提下，曾向部分学生家长筹集家长奖
励基金，并曾在学生的要求下，增加摇奖趣味活动。
目前平阳县教育局正就此事真相开展调查。
关于奖学金，每个人都不感到陌生，但是中学发
放奖学金，还真是很少有人听说过。当然，学校奖励
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这笔钱
应该从何而来？显而易见，只有学校出钱，奖学金才
能真正算是奖励，而学生凑份子然后再发放，充其量
不过是赎回本属于自己的钱。既然是以奖励的名义
发放奖学金，那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学生虽然凑了份
子，但却根本赎不回自己交的钱，这些钱都到哪儿去
了呢？学校别出心裁地想出个抽奖的办法，名不副实
的奖学金遭遇天雷滚滚的发放方式，想不引起舆论热
议怕都很难。
实际上，比这种奇葩的发奖方式更值得关注的
是，这个学校的资金财务管理。强制学生为奖学金凑

份子，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乱收费，而在这个乱收费的
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学校第一
次收取的 300 元费用中，包含 200 元的老师周末坐班
费。关于中小学补课的问题，教育部的态度始终很明
确，多次三令五申学校和老师不得利用节假日、休息
日给学生集体补课，坚决制止学校和老师的有偿补课
行为，严肃查处以
“补课”
为名的乱收费。
回到温州的这个学校，奖学金在分配过程中明显
倾向于为老师提供补课费，那么，这个所谓的奖学金
到底是在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是在奖励有偿补课
的老师？学校总共收取了 3 次奖学金费用，第一次
300 元，其中包括 200 元老师周末坐班费，后两次都是
100 元。大概有 600 多名学生交了钱，但奖学金只发
放了两次，每次只对月考前 80 名或 100 名发放，其中
一等奖 100 元，二等奖 80 元，三等奖 50 元，再加上十
几个进步奖。交钱的时候最少交 100 元，奖励的时候
则是最多奖 100 元，那么，其中差额部分到底哪儿去
了？到底是全部给老师做了补课费，还是另有隐情？
深陷舆论漩涡的学校，
有必要为此提供一个说法。
显而易见，在此次事件中，比奇葩发奖方式更值
得关注的是，学校以补课为名行有偿补课、乱收费之
实，
这更应该成为此事的调查重点。

美堂 图

醒醒吧,孩子！
□韩为卿
这是令人为之动容，又痛苦反思的一幕。
9 月 16 日 ，在 庄 严 的 人 民 大 会 堂 举 行 着
2014 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报
告会。主讲人是清华大学享誉“人民建筑师”的
92 岁高龄的吴良镛院士，他在 2012 年获得国家
科技最高奖。特写镜头；吴老手拄拐杖，在工作
人员搀扶下，一步一步走上了报告台。他一直
站着，用 35 分钟讲完了《志存高远，身体力行》
的报告。工作人员怕出意外，专门搬了把椅子
放在吴老身后，
但吴老一直坚持站着报告。
报告会的听众是首都多所高校今年新入学
的近 6000 名研究生。在吴老 35 分钟的报告中，
后几排的学生一片片“倒”在桌子上睡着了。多
么鲜明的对照，多么的不可思议。我们的莘莘
学子，面对 92 岁高龄的泰斗级院士语重心长的
教导，却无动于衷沉沉睡去。这是怎么啦？
在这样庄严的场合，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
重的长者、师者，如此麻木和轻慢难道不是对学
子们头顶上光环的莫大讽刺？这难道不是无言
地批评教育在某些方面的失败吗？这难道不是
被当今社会的种种有悖常理、有悖伦理、有悖事
理的“病态”环境浸染的后果吗？这难道不是我
们的家庭、我们虔诚的父母对孩子溺爱有加、疏
于精神道德训导和体质磨难锻炼的惩罚吗？这
难道不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吗？
真的不忍也不能面对前文的那一幕。我们
国家新的一代人不应有哪怕是极个别人的懒
惰、自私和冷漠，因为那样我们最终将面对一种
可怕的后果。其实，我们新的一代年轻人绝大
多数是有理想、有抱负、能吃苦、甘于奉献的，但
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不和谐的音符”，我们也不
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些孩子这样沉沉“睡去”
！
醒醒吧！孩子。

尊重与礼仪不可丢
□姜伯静
92 岁的老人站着，如一座高山，令人感叹；
年轻人却“倒”下了，似无力的面条，让人无奈。
这绝妙的讽刺，
反衬的是莫名的哀叹。
虽然据说瞌睡会传染，但总不能成片地倒
下吧。一个人倒下了，一片人倒下了，这是什么
节奏？他们的倒下，可能源于“酣眠固不可少，
小睡也别有风味”的生活习惯；他们的酣眠，也
可能因为“不是权钱我不敬、众人皆睡我也不
醒”的思维习惯。他们的习惯由何而来，自然来
自于社会生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熏陶了他
们；轻学术、
重利益的流俗风气，感染了他们。
诚然，遇到不好听的课，睡觉是一种反抗。
但吴良镛院士的讲座是教大家做人、做学问的，
难道还能像歌星、影星、笑星一样讲出“天女散
花”来不成？92 岁高龄的他老人家能够登上讲
台就应该很感动人了。老人有几句教诲是金玉
良言，是对年轻人进入社会的教诲：
“ 不要侵犯
他人的知识产权；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不要
在学术上投机取巧；不要在学术上游戏人生。”
可睡着了的人是听不见的，92 岁的吴良镛算是
白白费了那么多的力气。
站着与倒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泾渭
分明让人唏嘘不已。吴良镛的本意是为年轻人
解惑，谁知却做了一次“周公”，解了一次梦。在
那些酣然入梦的大学生身上，看不到最起码的
尊重与礼仪，当然，年轻人是可以原谅也应该原
谅的，但如果不知错，那就是更大的悲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