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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观察河河

2010年，洛阳市几乎同时
诞生了两个失物招领机构——
有偿失物招领和无偿失物招
领。如今，4年过去了，两个机
构却先后关停，洛阳失物招领网
络平台也在前不久关停。在成
立之初受到多方肯定，被人们给
予诸多关注的失物招领机构，为
何会面临如此尴尬的局面？负
责人受访时直言，“费心、费力、
不落好”是他们决定关停失物招
领机构的主要原因。（12月12、
13日《大河报》洛阳新闻）

严格来讲，洛阳两个失物招
领机构先后关停都有其内在原
因。无偿失物招领因其缺乏可
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活力，
一旦失去上游供给，它的关停在
所难免。有偿失物招领属于游
走在法律边缘的经营模式，根据
现有法律，遗失物品者应当向拾
得者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
物的必要费用，但是这里所强调
的必要费用并不是强制的，费用
的多少也相当含糊，倘若丢失物
是身份证、银行卡等物品时，根
本就不能私下买卖或扣留。

说到有偿失物招领，可能有

人认为它让道德范畴的行为充
满铜臭味，因为拾金不昧一直都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
想让每个人都能做好事不求回
报仅仅是道德乌托邦，作为现实
生活中的经济理性个体，做好事
需要相应的报酬作为激励是可
以接受的，更何况我们也经常听
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类
让人懂得感恩的教育。在这方
面有个经典例子，春秋时期，子
贡赎人不要报酬被孔子批评。
因为在孔子眼里，世上的事不过

“义”、“利”二字，赎回同胞当然
是善举，子贡不要奖励固然能赢
得好评，这就拔高了“义”，倘若
让行善之人蒙受损失，愿意自掏
腰包赎回同胞的人就会减少，因
此这种做法不利于良性循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
靠道德力量维持拾金不昧很难
实现，这时有偿失物招领也不失
是一种次优选择。举个例子，你
丢的物品被出租车司机拾到，他
送到有偿失物招领公司，该司机
因此获得一定好处，你避免遗失
物品所带来的麻烦，这能实现多
赢，还能鼓励越来越多的人这么

去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偿招
领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因为其索
要报酬并不能强制，稍有处理不
当就有可能吃官司。而且在失
物招领方面，我们首先要捍卫拾
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倘若失物招
领真成了生意，那肯定打击拾到
物品主动归还的积极性，如果没
人愿意主动还物，对丢失物品者
和社会文明都是一种损失。

由此可见，建立在个体和单
位基础上的有偿失物招领，如果
做得得当，可以作为遗失物品者
找回物品的一种补充，但它不能
成为失物招领的“中流砥柱”。
说到底，失物招领还是项系统工
程，需要政府部门整合各项资
源，建立起涉及社会各角落的失
物招领网络。在这方面，德国的
经验可以借鉴。德国各市政府
都设有失物招领处，捡到物品者
统一上交到这里保管，如果捡到
的物品价值超过一定金额，上交
者能得到相当于物品价值至少
5%的钱作为奖励，倘若我们能
从中获得启发并付诸行动，目前
失物招领机构面临的尴尬或许
就不复存在了。

失物招领是个系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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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微微

12月11日，浙江诸暨市，
大桥东路一小区建了一架豪华

“私家电梯”，专供小区一个单
元的 5楼一住户使用。据了
解，这是一幢6层的老式公寓
楼，该电梯与楼房外墙仅相隔
1.6米左右。“私家电梯”因为破
坏绿化，遮挡光线，影响车库使
用等问题从一开始建设就遭到
了该楼其他住户的反对和投
诉。对于这部“私家电梯”，很
多网友吐槽：楼下跟你什么仇
什么怨。

当下，一些老旧小区因楼
层较低且建筑年代久远，没有
安装电梯，在这些小区居住的
老年人，如果楼层较高，生活中

确有诸多不便。这部“私家电
梯”的建造者，为家中老人不惜
花费重金建造观光电梯，从孝
的层面解读并没有什么可诟
病，但电梯的存在却给邻里带
来很多麻烦。其实，该电梯在
建造之初是经过规划局审批
的，它之所以遭到其他住户的
反对和投诉，在一定层面上表
现出邻里沟通的不畅和电梯建
造者的“自私”，要知道谁家都
可能有老人，而且每个人都有
变老的那一天，如果电梯建造
者懂合作、愿分享，大家在困难
面前“抱团取暖”，结果可能大
不一样。

谢松波 文 图片来自网络

私家电梯

入冬以来，随着天气变冷，
因取暖方式不当等原因导致一
氧化碳中毒事件频发。昨日，记
者从洛阳市120急救中心了解
到，自11月份至今，120共接诊
一氧化碳中毒17例。（12月 12
日《大河报》洛阳新闻）

煤气中毒猛于虎，面对血淋
淋的教训，我们不禁要扪心叩
问：事故频发的病根到底在哪？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
助。预防煤气中毒首要的是消
除安全隐患，在这中间既有燃气
器具本身存在的“硬伤”，也有室
内混装使用潜在的风险。只有
把牢“补”在“亡羊”前，才能让这

个“冬日杀手”远离我们。最简
单的办法是加大燃气器具的安
全检测，在这上面尤应发挥厂商
和社区居委会的作用，及时走访
检查，通过细微“提醒”、强制分
离安装等措施，坚决把隐患消灭
在萌芽状态。再者，虽说煤气无
色无味，但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
完全可以有效“预警”，“花小钱，
保平安”，何乐而不为呢？

煤气中毒事故大多不是天
灾，而是人祸。剖析一起起“意
外”的发生，不管是主观原因还
是客观原因，几乎都与思想上的
麻痹大意有关，这才是最大的安
全隐患。在这上面，既有对科学

使用常识的一知半解，也有对潜
在危险的漠不关心。

麻痹是防范事故的大敌，思
想隐患有时比燃气隐患更可
怕。虽说我们无法完全避免意
外事故，但至少可以避免由于自
己操作不慎或侥幸心理而带来
的不幸事件。煤气中毒事故要
做到“零发生”，强化常识教育和
安全警示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
是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切实提
高防范意识，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做好预防措施，各项工作不马
虎，各个环节不含糊。否则一不
小心，下一个“中招”的可能就是
自己。

□徐剑锋

□杨朝清

遵照父母生前遗愿，江苏苏
州市民周颂英把父母的遗体先
后捐献出去。然而，她没有料
到，此后的10多年，她和家人一
直生活在邻居和亲友们“异样的
眼光”中。近日，周颂英带着女
儿搬入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
第3次搬家。而每一次搬家，都
是为了逃离周遭的“揶揄”。（12
月14日澎湃新闻网）

遗体捐献作为一种典型的
利他行为，追求的是一种公共价
值理性；然而，在传统道德和文
化观念中，打破常规的遗体捐献
却和“不孝”挂钩，承受着巨大的
舆论压力。当“入土为安”遭遇
志愿精神，遗体捐献志愿者成为
边缘群体，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备
受争议，甚至不得不一次次搬
家，以躲避世俗的目光和口舌。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遗体是

容不得被人为损伤的。在这种
语境下，遗体捐献成为“大逆不
道”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遗
体捐献志愿者不仅难以得到应
有的尊重和认同，反而成为被歧
视、被排斥的异类，而遗体捐献
志愿者的生存境遇，不可避免会
影响其他人参与的动力和信心。

将器官捐献给其他个体，有
可能让他人重获新生，将遗体捐
献给医学院，有助于提高临床医
生的培养质量，从而促进医疗事
业的进步。可是，惯性思维是一
种强大的力量，“文化差距”是一
道难解的问题，遗体捐献依然为
许多人所顾忌，不愿意参与到这
项志愿活动中来。

扩大遗体捐献，固然要对老
百姓的传统观念进行更新，也需
要完善遗体捐献的支持系统。
不论是捐献遗体被用作商业用

途，还是遗体接受机构服务不完
善影响了捐献者的热情，抑或相
关规范缺失导致捐献者尊严得
不到有效维护，只有补齐这些短
板，遗体捐献才能得到更多的信
任和认同。

除了制度护佑，细节上的人
文关怀也会提高人们参与遗体
捐献的热情。如今，人们对守望
精神家园有了更强烈的诉求。
有一个情感归依和悼念亲人的
场所，成为不少遗体捐献者家属
共同的心声。今年4月，成都医
学院举办了集体悼念遗体捐献
者的活动，就受到家属的肯定。

遗体捐献既需要“制度补
血”，也离不开公众参与。只有
将更新传统观念和扩大支持系
统结合起来，遗体捐献才会更有
社会基础，遗体捐献现象才能被
更多人认可。

捐献遗体的观念不能“掉队”

随着电商大战掀起热潮，
多个针对大学生的网络分期购
物平台也呈火热局面，在校大
学生可分期购买商品，甚至借
到现金。近年来，大学生借贷
消费呈普遍趋势。

东山谢氏：电商们针对大
学生的信贷消费，表面看是对
大学生的信任和优待，实际看
中的是在校大学生幼稚的消费
观。电商们正是抓住了在校大
学生“有激情、易冲动”的心理
特点。在广告诱惑、同学蛊惑，

以及自身攀比心理的影响下，
大学生往往一拍脑袋就下单购
物，而且下手很重。因此，大学
生自然被电商们所青睐。

浪漫的小熊：拥有健全的
消费观念，应该是一个人成熟
理性的标志之一。任何人任何
时候从事包括借贷在内的消费
行为，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这种观念的培养应该
从一个人拥有消费意识的时候
就循序渐进地展开，如果非要
拖到进入社会后才意识到，恐
怕又要走不必要的弯路。

网购分期进校园

今年年初，郑州电视台26
岁主播、怀有身孕的邱园园被
查出患有恶性肿瘤。为宝宝能
顺利降生，她坚持放弃化疗，任
由癌细胞在体内扩散。“如若不
能两全，选择保住孩子。”12月
10日晚，宝宝刚出生百天，但
年仅26岁的她走了。

雨中杏花村：母爱的无私
和伟大来自人的本性，发乎自
然，本不足以惊世骇俗。但把
母爱之伟大置于理性取舍的前

提之下，这份爱就让人为之动
容。通过这件事使我又一次领
会到:父恩如山，母爱无边。

假如在微博：也许这就是
母性的本能吧，佩服之余却无
力赞许，如果妈妈不在了，一个
年轻的爸爸带着一个孩子会是
怎样的结果？单亲爸爸会很辛
苦，孩子要背负享受不到双亲
完整的爱，成长也会辛苦。也
许这是当事人最好的选择，希
望孩子健康幸福。

为宝宝健康放弃化疗
女主播患癌去世

陈祥 整理

煤气事故如何才能“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