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是见义勇为
为何沦为乞丐？

□王志顺
近日，媒体曝光广州出租车司机

老王，因举报行业潜规则丢了工作，
之后老王为进入广州市交委客管处
反映情况，从围墙上跳下来，摔断了
右大腿，伤情经鉴定为九级工伤。目
前老王正在广州白云机场北停车场
乞讨糊口。 （ 据《 羊城晚报》）

笔者不由地联想起不久前与老
王同处一座城市并“ 一举成名”的

“ 黄衣哥”周冲，周冲“ 用自己的双
手托起了一名孩童的生命，也托起了
社会道德的天平”，堪称“ 广州市见
义勇为好市民”。老王举报行业潜规
则的行为，应该也称得上见义勇为，
然而老王却没有享受到英雄般的礼
遇，举报“ 茶水费”一年来，老王车没
了，人残了，饭碗丢了。

同在一座城市，又同是见义勇
为，结果，为何一个成为英雄一个却
沦为乞丐？是否就因为周冲托举女童
的行为是旨在扬善，而老王举报行业
潜规则的行为却旨在惩恶，已触及了
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打破形形色色的行业潜规则，从
来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必
须是有识者倡导号召在前，有力者冲
锋陷阵于后，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才
会出现全新的行业风气。鉴于以上，
期待经媒体报道后，老王目前的处境
也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即便
不能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至少应该
发扬政府人道关怀精神，该帮的就帮
他一把，毕竟，关心弱势群体既是政
府义务，也是政府的责任，何况，老王
沦落到现在的穷途末路，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弘扬社会正气惹的祸。

“ 不在乎”阶梯电价
该由谁说

□罗瑞明
7月1日起，全国各地将全面施行

阶梯电价调整实施方案。长期研究电
力体制改革的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
叶泽说，这次居民阶梯电价调整，以
居民现有承受力，应该“ 不在乎”。

（ 据《 经济参考报》）
实施阶梯电阶是个好措施，从目

前看，阶梯电价实施办法多省市已经
确定，从阶梯基数看高低不一，至于
说在乎不在乎那得看是否定得合理，
阶梯基数是否定得准。

尤其是第一基数，不能按照先前
的平均数确定，应从发展的眼光来计
量，留有一定的空间。再则基数不能
过于粗，应尽可能的细化，既要利于
操作，也要体现人性化，将各种因素
考虑其中。

此次阶梯电价虽说原则是多数
人不受影响，但是与原来相比总体还是
要涨，公众只是期待此次涨不要过大，
尽量做到公平合理，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要的程序不能少，那就是电网业经营
成本是多少，利益是多大，是亏是盈不
能由其自编自报，得由有关部门核实，
如果说电网业一边是高收入，高福利，
高职务消费，而一边又喊穷叫亏要涨
价，此种“ 阶梯电价”就难以让人信服。

“ 阶梯电价”用电不同，收费也
不同，但要保证80%居民不涨价，不是
光专家说“ 不在乎”，还应多听听社
会民众的意见，只有大多数居民说

“ 不在乎”，才有说服力。

□程思明
为弄清职业差评师运作内幕，

记者近一段时间卧底4个差评师QQ
群，发现差评师不仅单干，还组群围
攻卖家，甚至充当一些商家的“ 打
手”，打击竞争对手。据了解，这个新
职业产生于近两年，他们针对淘宝
对网店的信用评价体系，利用交易
规则中的漏洞，以“ 差评”敲诈卖
家，“ 少则几元，多则数百”。

（ 据《 新京报》）
一个变相利用淘宝评价体系漏

洞，成就的职业差评人群体，凸显的
是多年来电子商务因恶性竞争、市
场失序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如何制
定好游戏规则，剥离寄生在恶性竞

争中所滋生的差评行业，是目前以
淘宝网购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所
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 虚假评价、勒索敲诈”式的差
评行为，不仅违背了市场交易秩序，
更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单靠个别人员的操作，
显然不可能发出“ 不出10天，让一家
经营一年的网店倒闭”的豪言壮语。
但令人吊诡的是，尽管职业差评师
俨然成为集团化运作，但其背后的
策划操作人和恶意竞争者，迄今难
见惩戒，这也更进一步加剧了恶性
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听之任之、
放任自流的姿态，只会造就电商市
场的“ 黑色江湖”。

可以看到，职业差评人是从最
初的受害买方演化而来的，而那些
遭遇职业差评人“ 敲诈”的商家也
存在一定的“ 低价包邮、图样和说明
不匹配，涉嫌刷信用”等问题。因此，
这种因诚信损伤而引发的买卖双方
的利益博弈，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打
压制裁的方式来解决，只有促使买
卖双方的利益均衡，明确各自的职
责，才能够避免双方互攻不满所带
来的“ 两面俱伤”。

事实上，通过免费交易、完善信
用体系等策略迅速扩张成长的电子
商务平台，其先天就因缺乏现实社
会的维权体系和监管措施而弊端丛
生。如果想要防范职业差评人的扩

张，其根本的办法在于加大对法律
空白的修订，这样才不会出现因“ 法
律和淘宝规则的监管空白地带”而
继续对网购市场秩序的破坏。

但就目前来看，因虚拟交易平
台的取证不易，维权困难所造成的问
题，必须要予以解决。如果任由事态
发展，而不加以制止，最终为受伤买
单的绝不仅仅只是部分卖家。因此，
一方面要规范市场，防范因评价体系
漏洞衍生出职业差评人；另一方面，
也应该逐步出台完善电子商务平台
法律法规，逐渐瓦解寄养于恶性竞争
市场所滋生的差评人，让整个市场机
制趋于完善，也就能够防范因职业差
评人对市场秩序带来的破坏。

□江德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是中国

食品毒理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
日前表示，：“ 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
是全世界监管力度最强的国家。”食
品安全是（ 企业）生产出来的，不是
政府监管出来的。如果企业不讲诚
信，政府投入再大人力物力，也监管
不过来，而目前的社会舆论是任何
事情都该由政府负全部的责任。

（ 据《 新京报》）
陈君石院士的论点遭到了网友

的强烈谴责，而对此，陈君石则认为
是媒体的断章取义引发的误解。仔
细查看陈君石在微博上发布的长篇
澄清，其乃是强调食品生产者应是
第一责任人，而食品安全需要政府、
企业、媒体、消费者共同努力，各司
其职。并认为政府监管存在漏洞，需
要改进方法，加大惩罚力度。应该
说，陈君石的观点并无偏激之处，也
指出了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
而且解决办法也都是此前舆论一直
所倡导的。那么，为何网友还要对之
观点产生误解？究竟谁该为当前的
食品安全问题负责呢？

观点被断章取义，并非稀奇事，
这是一个标题党盛行的时代，部分
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不负责任随意
截取专家观点，捏造一个耸人听闻
的标题，以达到轰动效应。此前就有
许多专家不小心躺着中了枪，比如
茅于轼、任志强、郎咸平等，都曾遭
受过此等“ 待遇”，以至于网络上有
关他们的各种谬语流行，即便事后
予以澄清观点，却往往不受关注而
失去辟谣的机会。因此，网友应坚持

独立思考、不偏不倚的原则，倾听各
方的辩解，多渠道了解新闻报道的
来源，最好能掌握到一手资料，以免
被不良媒体所误导。

可见，对于陈君石院士的观点，
网友应该理性辨识，不要一上来就
乱打一通，需要有容忍异见的雅量。
如果不同意他的观点，则可以提出
自己的看法，从理性辩论中获得共
识。如此，就不会被标题党所误导，
又能在脑力激荡中擦出思想火花，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至于在食品安全问题方面，民
众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折磨，被问题食
品已经摧残得体无完肤，甚至于成为
惊弓之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立
刻敏感起来，且对国内所有食品均不
信任。落到这一地步，应该不是民众
的责任吧，毕竟作为普通的消费者，
只需花钱购买食品即可，而没有义务
也不可能掌握到所有的相关信息，更
不应该成为辨识问题食品的专家。

那么，食品安全问题究竟该谁
负责？企业和政府都应承担主要责

任。企业是生产者，理应遵守法律，
按照安全标准生产销售，这是最起
码的商业准则，如果有违背就应受
罚。而政府则是标准的制定者，以及
市场的监管者和裁判，也就是说，政
府履行的职责更多，权力也更大，那
么根据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标准，
政府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说，
现在是监管存在漏洞，处罚力度不
够，那么就应该由此入手，弥补监管
漏洞，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罚，让其
不敢再犯第二次。

》短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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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为何误读陈君石的观点？

“ 职业差评师”是市场失序下的寄生产物

□殷国安
《 广州市市属行政单位常用公

用设施配置标准》 日前开始在广州
市财政局网站上向市民征求意见。
记者对比发现，广州公务用车配备
标准大幅下调，普通公务用车排气
量控制在1.8（ 含1.8）升以下、价格
18万元以内，还删除了部级干部高
配轿车条款。 （ 据《 南方日报》）

据说，此前的标准规定：部长级
和省长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升以
下、价格45万元以内的轿车，副部长
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使用排气量3.0升
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而在
最新版的《 配置标准》中，这一条款
被删除。同时，此前规定，其他公务用

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
25万元以内的轿车或排气量3.0升以
下价格28万元以内的旅行车、吉普
车。而《 配置标准》明确表示，小轿车
排气量控制在1.8（ 含1.8）升以下、价
格18万元以内；面包车价格18万元以
内；各行政单位经小汽车定编办等部
门专项审批后可购置商务车，排气量
控制在2.4（ 含2.4）升以下、价格24万
元以内（ 含购置税与上牌费）。

这并不算新闻。因为公务用车的
配车标准是“ 两个18”，即排气量控
制在1.8（ 含1.8）升以下、价格18万元
以内，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标准
了，在中央两办发出的《 党政机关公
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和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事务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制
订和发布《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
型目录》中都是如此规定的，作为广
州市的地方政策，当然不可能也不应
该违反中央三令五申的配车标准。

我的看法是，标准“ 瘦身”不算
新闻，标准落实才有意义。如果说，
现在制定配车标准不得不照抄中央
的规定，将来这些规定究竟能否落
实？可以说，从全国范围看，这些规
定落实得比较差，超标准配车的问
题比比皆是。一个事实是，全国违规
车辆达20万，而受到处分的才170
人。这两个数字既揭示了违规之严
重，也揭示了惩处之轻，让我们发现

了公车违规的因果关系。
同样，广东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广东省政协委员廖明光、凌国强调
研发现，很多镇级以上四套班子领
导全部配了公车，县级的办局领导
也配了专车，甚至不少村干部和中
小学校长(包括粤北地区)也配上了
专车。两位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尽快
实施公车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配
车标准降低又有什么实际意义？一
个过去都得不到落实的标准，在瘦
身之后只能更加难以落实吧。

如果超标配车得不到严惩，责任
人没有一个被降职，超配车没有一辆
被没收，则无论配车标准如何瘦身，都
毫无意义，这样的令箭只能是鸡毛。

标准“ 瘦身”不算新闻，标准落实才有意义

王乃玲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