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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回 掠
□高风

假证大行其道的背后
上周媒体报道，
近日，
江苏省南
通市警方破获一起由公安部督办的
特大仿冒国家机关网站制售假证诈
骗案，
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25 名，
成
功摧毁了一个长期利用互联网制售
各类虚假证件的庞大犯罪团伙。警
方目前已发现通过该犯罪团伙办理
假证的人员信息 3.4 万余条，
涉及全
国20多个省市和地区。其中，
有教师
资格类证书人员信息 1.3 万余条，
工
程师、
会计证、
经济师证等职称类人
员信息 1600 余条，学历学位类证书
人员信息500余条等。
无独有偶，
中央电视台上周也曝
光了留学文凭造假现象：
不用出国不
用上学，
只要肯花钱，
就能直接拿到
国外正规大学的毕业证，
并且该毕业
证能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
方认证。
看来，
不管是国内的假证、
还是国
外的假证，
都能被制作出来，
并且大有
市场。这些假证的背后是金钱与利益
的黑暗交易，
不用培训，
不用考试，
哪
怕报名条件都不满足，
只要肯出钱，
就
能拿到证书和成套的评审资料、
红头
文件，
甚至还可以查询证书真伪。
当今社会，不管是在工作还是
生活中，各类证明可谓五花八门。
这些证明被认为是证实某人基本
情况、学历、业绩、在某方面的实力
的重要载体，证明的威力和作用似
乎不可小觑。有些人为了升官，有
些人为了发财，有些人为了骗人，
有些人为了体面，都在谋取这样或
那样的证明。如果搞不来真的，就

搞假的，
需要什么搞什么。
难禁绝。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突出强
各种假证盛行，
说明两个问题： 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组织纪律，
一是当前社会需要各种证件或证明， 强化巡视监督，
加大对领导干部报告
二是不管是真证还是假证，
都可以蒙
个人有关事项抽查核实力度，
并集中
混过关。那些凭借假证上位或者获
清理裸官、
档案造假等问题，
都是围
取了既得利益的行为，
不仅是对社会
绕着解决管党治党，
执行纪律失之于
诚信的伤害，是丧失基本良知的行
宽、
失之于松、
失之于软等问题开展
为，
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
更是对
的。在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
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
违反了社会正
中，
被巡视的 20 个省区市中有 15 个
义的底线，甚至会构成违法犯罪行
存在干部档案造假问题。去年1月，
为。如果这些行为发生在一般的个
中央组织部通报称，
在省管干部档案
人社会性业务或商务活动中，
其危害
专项审核中，
420 人因档案造假受到
性或许没那么大，但如果发生在官
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场、
发生在手握重权的人手上，
其危
干部履历造假是一切假证的最
害性和后果不言而喻。
严重 表 现 形 式 ，其 危 害 极 大 。 首
今年5月下旬，
党和国家查处的
先 ，是 对 其 他 诚 实 守 信 者 的 不 公
司法部原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卢恩
平。其次，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
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就是典型的假
力、败坏社会风气。最后，造假频
证案例。卢恩光年龄、
入党材料、
工
发 会 形 成 错 误 的 导 向 ，让 人 感 觉
作经历、
学历、
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 “老实人吃亏，造假者占便宜”，从
长期欺瞒组织，
根据中央纪委通报的
而又引导其他人造假。
描述，
卢恩光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触
各种证明证件的假造行为，侵
目惊心、
发人深省。
害了人民群众和用人单位的合法
近年来，
干部造假现象屡屡被曝
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性质恶劣，
光，
像卢恩光这样被
“打假”
的干部也
危害巨大。国家不仅要对仿冒国
并不少见。从
“向组织隐瞒本人真实
家机关网站制售假证相关违法犯
年龄”
的新疆
“首虎”
栗智，
到
“篡改本
罪活动依法进行严厉打击，对制作
人档案”
的广东省委原常委、
珠海市
仿冒网站、发布虚假信息以及制售
委原书记李嘉……这些人盯上了造
假证等各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还
假带来的
“好处”
，
抱着
“制度是死的， 要从程序设置、技术管理、流程监
人是活的”
的侥幸心理，
不惜通过造
控中防范各类造假风险。同时，要
假来谋仕途，
最终在自欺欺人的钻营
以“零容忍”态度，保持对档案造假
中身陷泥潭。
坚决整治的高压态势，坚决整治用
虽然近年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
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引领社会形
遏制造假行为，
但干部档案造假长期
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社会杂弹
□井春冉

驾驶安全 来不得半点侥幸
近日，一段大巴司机在高速路上边开车，边削
苹果、用手机刷朋友圈、戴耳机与朋友视频聊天的
视频在网上热传。这是 7 月 11 日，乘客在一辆从
江苏泰州开往江苏南京的大巴上拍摄的真实情
景。高速公路，三四十名乘客，司机削苹果、玩手
机……这种元素的组合，让人后怕。一旦发生意
外，绝非小事。交警部门经查实，将当事司机王某
列入营运“黑名单”
，终身禁止其从事客运驾驶。
虽然这辆车最终平安到达目的地，但那惊魂
一幕仍让人心有余悸。在笔者看来，这辆车的安
全到达只是侥幸，如果司机不吸取教训，出事是早
晚的事儿。对于驾驶员来说，安全驾驶绝不能掉
以轻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受访
者存在分心驾驶的行为。因为司机使用手机分心
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量也不在少数。据了解，仅
2016 年，浙江因司机开车使用手机、分心驾驶等行
为共导致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占全省交通事故死
亡总数的 44.3%。研究显示，正常驾驶时，司机的
反应时间在 0.3 秒至 1 秒；使用手机时，司机的反应
时间会延迟 3 倍左右。
事实上，对于开车使用手机的行为，相关法律
早有规定。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开车使用
手机将被处以扣 2 分、罚款 200 元的处罚。但目前
对司机驾驶途中使用手机的取证存在一定的问
题，如何让司机在驾驶过程中不使用手机，不仅需
要法律支撑，更需要技术手段和司机自律。一方
面，针对开车使用手机等分心驾驶行为，相关部门
要开展预防和监测技术研发，改进车辆安全装置，
做好预警预防工作。另一方面，广大司机也需要
自觉绷紧安全弦，安全驾驶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
更是对自己负责，安全来不得半点侥幸。

点到为止
漫话漫画

□孙梦飞

□牛亚丽

20 万元变 2000 元
慈善容不得“表演”

“隐形资助”
让贫困生有尊严地受助

据报道，近日，在河北邯郸的一场爱心字画拍
卖会上，一家单位将写有 20 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
送到邯郸市某希望小学。但事后，校方只得到了
2000 元捐款。该拍卖会活动负责人表示，20 万元
现金支票属于演出道具，不应该视为爱心捐款。
支票模型虽然具有道具性质，但不仅是道具，
更是捐款承诺和公示。捐款人把支票模型交到受
助者或慈善机构手中，即意味着作出相关款额的
捐款承诺，事后要履行捐款义务。
慈善不仅是展现爱心的高尚事业，也关系着
受助人的尊严和真实受助程度，不容演戏和炒作，
更不容许伪慈善家只开空头支票而不如实捐助。

据新华社微信公号“新华视点”7 月 12 日报道，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
）于 2004 年在全国高校中
首创“隐形资助”方式，通过程序统计学生在食堂的消费记
录来发放补助，当学生每月的消费低于 200 元时，学校就会
自动给学生打生活补助金，目的在于让贫困生更加有尊严
地接受资助。对于女生因节食瘦身消费较低等情况，中科
大利用网络对新生心理和家庭状况进行详细调查,综合各
院系平时掌握的学生生活情况，每学期更新贫困生数据
库，
为真正的贫困学生提供资助。
此事获得不少网友点赞，
让贫困生有尊严地接受资助体
现出学校的责任心与细心，
充满人性化和正能量。笔者认为，
相比一些商家等单位通过搞仪式等方式对贫困生进行资助，
“隐形资助”
更容易让贫困生接受，
也更能体现出人文关怀。

独具只眼
□董景娅

“暴走团”
再上路
为了运动怎能无视规则

掀起回收箱
“盖头”别让爱心变寒心

如今，
各式各样的旧衣物回收箱
以实现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帮助，
可谓
在很多街道、
小区随处可见。这类回
一举两得。然而，
利益的黑手却伸向
收箱一般写有
“环保”
“公益”
“慈善” 了这些写着
“公益”
“慈善”
“爱心”
的
等字样，
不少市民选择通过回收箱将
绿色衣物回收箱，将其变为敛财工
家里闲置的旧衣服送给有需要的
具，消费公众爱心，欺骗大众感情。
人。然而，
近日的一篇报道却让不少
针对此种行为，
必须依法进行严厉打
人寒了心。
击，
给爱心人士一个交代。
7 月 14 日，一则名为“旧衣回收
以爱心捐赠的名义回收旧衣
箱衣服出口非洲”
的暗访视频在微博
物，属于募捐行为。依据我国相关
上热传。根据山东青岛记者的暗访， 法律规定，凡是募捐活动，均需向
当地街道上、
小区里的旧衣物回收箱
民政部门报备，由具备资格的慈善
越来越普遍，
可这些以
“慈善、
环保” 组织公开开展募捐活动，向捐赠者
名义免费回收的衣物却变成了黑心
告知捐赠物品的真实去向，并提供
买卖。在回收的衣物中，
质量好一点
查询渠道。掀起旧衣物回收箱的
的被翻新后卖到非洲；
质量差的，
衣 “盖头”来，让人们看到的究竟是慈
物的扣子、
拉链等零件会被拆下卖， 善的美丽容颜，还是商家的精明算
其余的布料则在小作坊里被做成保
盘？一些不法商家将公众爱心变
温材料。更让人气愤的是，
从业者直
成黑心买卖，这种打着慈善名义公
呼，
这是暴利产业。
然进行的商业活动，也在一定程度
报道一出，
舆论哗然。设置衣物
上暴露出相关部门的监管缺失。
回收箱，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
旧衣物回收箱遍布大街小巷，
是
情，一方面可以将闲置衣物利用起
人们爱心的一种体现，
也是对贫困地
来，
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另一方面可
区人们的一种关怀。就像流动无偿

献血车一样，
展现的都是人间大爱，
也正因为这份大爱的存在，
我们的社
会才会越来越和谐，
越来越美好。切
莫因为个别人或集体贪图私利的行
为让这份爱心变了味儿，
失去其应有
的价值。
面对谋取私利的集体或个人，
一经发现必须严厉处罚，让他们明
白打着公益爱心幌子谋取私利的
行为罪不可恕。相关部门或组织
也必须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规范爱心捐赠流程，并做好监
管工作，严惩违法违规行为，畅通
捐赠渠道，明确捐赠流向，在透明、
公正、严格的监管下，真正把大家
的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爱
心传递，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全民的
诚实和信任，一旦某一环节出错，
必将会让爱心变质，让人们心寒。
严 格 监 督 管 理 ，依 法 严 惩 违 法 行
为，给违背道德和诚信的行为以沉
重打击，才是让爱心传播之路走得
更远的治本之法。

近日，山东临沂的一辆出租车撞入“暴走团”
队伍，造成一死两伤，涉事女司机被刑事拘留。据
报道，7 月 13 日晚，同属该暴走协会的另一支暴走
队伍，80 多人拿着荧光棒、身贴反光条，在马路上
“暴走”。一辆叉车插着队旗，缓缓跟在队尾“护
卫”。
“暴走团”此举看似有了一定安全保障，实则
将自己与司机置于更大的安全隐患之下。随意侵
占道路、无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样的“暴走团”
考虑的只是自己能否继续锻炼的权益，却忘记了
公众利益，丧失了对法律的敬畏。

填报志愿关乎前程
制度防范亟须完善
日前，安徽省霍山县一名 700 分中考学生，疑
因志愿被删除，导致高分成绩却只能上职高一事
在网上引起热议。经调查核实，霍山县教育局回
应称，整个事件系老师误导考生填报志愿所致，将
根据有关招生政策和法规，尽最大努力保障该考
生的合法权益，并确保其就读霍山中学。
篡改志愿，剥夺考生自主择校的权利，让考生
辛苦复习备考的努力付之东流，实在令人气愤。
这警示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方面，需进一步完善
制度设计，规范志愿填报流程，压缩人为可操作空
间；还需要对违规招生背后的腐败细查深究，斩断
利益链条，严惩违规者。同时，还要建立事后补救
措施，完善申诉机制，让志愿填报体现考生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