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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费返还为什么那么难？

对“ 周游九国”不能止于算支出账

□张渤宁
阳新大山里的贫困聋哑老人林

阳，50多年来“ 豁嘴”得不到治疗。
记者从武汉大学口腔医院获悉，患
者近日接受“ 重生行动”免费唇裂
修复手术。

（ 据《 长江日报》）
该老人因为残疾，54年来基本

上没出过家门。这次幸运地被下乡
干部发现，继而由全国著名唇腭裂
专家傅豫川教授主刀成功实施了
手术，那么，身体康复后的他终于
有了“ 颜面”和信心可以快乐坦然
地出门了。“ 重生行动”，不仅仅是
修补了人们生理上的残疾，更给人
们的心灵和生命带来了脱胎换骨

的新生！
身体健康，发肤完好的我们是

无从想象林阳老人“ 重生”之前的
痛苦的：没有平常人激情飞扬的青
春，没有平常人踏实琐碎的幸福，
在自卑和哀怨的黑暗里屈辱地耗
尽了大半生。54岁，按农村的说法
已 是“ 半 身 入 土 之 人 ”了 ，按 理 ，
这个年纪，“ 重”不“ 重生”早已无
所谓了。然而，即使只有一息尚
存，即使做完手术明天就死去，我
以为，修复被命运蹂躏的容颜，获
得生命尊严的“ 重生”，仍然会是
老人此生最渴望的梦。海伦·凯勒
凭借非凡的个人努力终于成为有
所 作 为 受 人 尊 敬 的 作 家 ， 然 而 ，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仍然是她
内心深处从生至死永远无法磨灭
的朴素理想。

“ 朝闻道，夕死可也”，和“ 道”
有着同样般的珍贵，不论庶民名士，
迟来的“ 重生”未为晚！由此可见，
即使是再卑微再无足轻重遁形于荒
山僻野的人们，他们内心小小的自
尊，小小的梦想，小小的实现感竟然
恰如压在石头底下的野草，那样柔
弱，却也那样坚韧。这种卑微的坚
韧，足以感人泪下。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有多少这
样痛苦而坚韧地守望着“ 重生”的
人们？！他们所追求的幸福无疑都
是那么平凡、细小，他们忍受的苦

难其种类却有千千万。一个真正文
明、健康的社会，平凡人们近乎“ 天
生”、“ 个性”的困苦不该因其“ 自
然而然”而被“ 熟视无睹”。虽然他
们的苦难并非由社会施予，然而，
多一些类似的“ 重生” 活动、“ 重
生”机制，每个社会成员所能享受
的幸福、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岂不更
均 衡———均 衡 ，痛 苦 就 会 被 用 除
法；而光明和温暖，却以乘法的速度
被风行般放大和传递！均衡，则不至
于“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均
衡，是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皆大欢
喜的深深沃壤！

给陷入困苦和不幸的人们以均
衡、公平和温情的“ 重生”救济。

□汪昌莲
截至7月3日，广州39个政府部

门公布“ 三公”账本。其中，广州城
管局“ 见识最广”，一年内赴日本、
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东欧、英国、
新加坡、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十地考察学习。该局2010年共20人
出国，平均费用达到5.7万元每人次。

（ 据《 南方日报》）
广州城管局，一年之内先后有

20人“ 周游九国”，人均耗资达5.7万
元，实在是奢华。因此，公开其支出
账本，晒干水分，显得十分必要。然
而，对于广州城管局“ 周游九国”，
有关部门不能止于算支出账，查清
违纪资金数目；而是首先要厘清，
其“ 周游九国”，是公款旅游，还是
学习考察。否则，如果被定性为公
款旅游，那么其支出的全部属于违
纪资金。

不可否认，公款出国旅游，已经
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虽然国家
早就出台了相关禁令，且三令五申，
但屡禁不止，并呈愈演愈烈之势。究
其原因，主要是违规单位大都给公
款旅游披上了合法的伪装，其中最
常见的就是给公款旅游穿上了“ 学
习考察”的马甲，这也给问责查处带
来了难度。

事实上，一些单位组织的出国
“ 学习考察”活动，不去参观学习当

地的经济社会建设的经验做法，却
去“ 考察”旅游景点，明明是公款旅
游，却硬要套上“ 考察”的马甲。更
有甚者，某地曾组织官员公费出国
旅游，官员们还涉足了当地的赌城

和红灯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组织
者称官员逛这类不健康的场所，居
然也是“ 学习考察”。

可见，“ 学习考察”几乎成了公
款旅游的遮羞布。若想彻底刹住公
款旅游的不正之风，当首先对名目
繁多的学习考察活动进行专项清理
整顿。，因此，对于广州城管局“ 周

游九国”事件，当地有关监管部门
必须擦亮眼睛，正确辨别真伪，找出
学习考察中的“ 李鬼”，以公款旅游
论处，决不能心慈手软，更不能“ 和
稀泥”。

更重要的是，当地有关部门应
以此为鉴，从源头抓起，建立和完
善学习考察审批制度。即任何单位

要组织外出学习考察活动，必须经
当地政府批准。要明确学习考察的
地 点 、人 员 、内 容 、费 用 及 日 程 安
排；对于已经批准的学习考察活
动，相关监管部门应对其行程实行
全程跟踪监督，避免有的单位依然
去打擦边球，借学习考察之名，行
公款旅游之实。

□斯涵涵
6月27日下午，一名女子在充话

费时误将“ 话费金额”按成了“ 账户
密码”，不慎为手机充入68万元话
费。通讯运营商表示不能保证马上
就拿回余额。通讯运营商相关工作
人员称，目前，工作人员已将该情况
进行汇报，正在加急处理。

（ 据中新网）
给手机充值本是个再轻松不过

的事，然而南宁市小月的经历却告
诉我们，这是个及其危险的动作，稍
不留神，“ 话费金额”按成了“ 账户
密码”，68万元话费就可能成为难以
改正的错误。

三家通讯公司都提供充值服

务，每当充值成功后都会短信提醒，
也就是说，通讯公司基本上可以实
时监控充值情况。面对这么一笔“ 巨
额话费”，金额远超公众理解和承受
范围，依照常理应该予以咨询和确
认。然而，该公司笑而不语，轻松纳
入囊中。

更让人不解的是，当小月发现
错误，却发现错充容易返款难。先是
要注销手机号，然后一再拖延推诿，
事发已经过去多天，承诺加急处理
的通讯公司还款仍然不见踪影。我
国目前通信行业基本上属垄断性行
业，通信商的霸王条款数不胜数，仔
细想来，充值金额不设上限，不确认
巨额充值，不主动返还，都似一个个

陷阱，等待客户“ 上当”。在当前利
率下，68万元的利息一天都有数千
元，通讯公司有恶意侵占之嫌。然而
客户不仅无法维权，还要对着对方
说好话，赔笑脸，垄断形势下，消费
者的地位低微可见一斑。

此事很容易联想起许霆案，现
在客户出错，却只能对着通讯公司无
理要求一一照办，还要忍受痛苦煎
熬，等待无法预知的后果。同样是没
有预料到的错误，同样是垄断公司，
只是错误方调换了个，作为客户个体
的小月和许霆却遭受同样“ 悲惨”的
命运，暴露出商家唯利是图和唯我独
尊的蛮横嘴脸。让人不禁感叹。

早在2007年,信息产业部电信管

理局《 关于用户手机销户要求余额
退现金申诉处理的回复》明确提出:

“ 手机账户余额归用户所有,当用户
要求对账户内金额进行支配使用
时, 通信运营企业应切实履行其配
合义务,向用户退还账户内余额。”
现在小月已经注销手机号，通讯公
司毫无理由不退话费。68万元话费
要用到猴年马月？68万元话费何时
返还？面对无心之过，客户如何维护
自身权益？巨额话费之后，凸显消费
者和垄断企业之间的长期权益之
争。政府应加强监管，坚决撤销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霸王条款，打破垄断
机制，让消费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 上帝”。

给陷入不幸的社会成员以“ 重生”的救济

舒锐 绘

生源大战白热化
加剧教育不公
□叶祝颐

近日，湖北十堰市一中老师为了
抢夺生源，发帖谎称竞争对手郧阳中
学有学生跳楼，该老师已承认发帖传
谣，并被学校处以行政记大过处分。
教育局也对十堰市一中作出处分。

（ 据《 楚天都市报》）
为人师表的灵魂工程师为何撕

下斯文面具，采用卑劣手段争夺生
源，值得思考。

“ 生源大战”现象并非十堰市一
地独有的景观，曾有报道说，武汉示
范高中曾花6万元抢尖子生。而且，抢
生源有由高中向初中延伸的趋势。有
的学校不仅不择手段抢生源，还绞尽
脑汁抢师资。但是这种“ 自杀式”的
恶性教育竞争，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
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

优质学生资源和教师资源都向
名校集中，升学率节节攀升，择校费
越收越多，利益蛋糕越做越大。但是
这样的“ 教育成果”是以拖垮薄弱学
校、加剧教育不公、牺牲更多学生公
平教育权利为代价的。

从中央到地方都三令五申推进
素质教育，希望走出片面追求升学率
的应试教育怪圈。《 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描绘了推进
教育公平的宏伟蓝图，但是生源大战
的残酷现实把孩子们的公平教育梦
想击打得粉碎。

如果地方政府不从教育公平的
大局出发，拿出诚意均衡配置教育资
源，“ 生源大战”还会愈演愈烈，教育
公平将愈行愈远。

粮食产后浪费
不容忽视
□羽人三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局长张天
佐3日透露，由于设施简陋、方法原
始、工艺落后，我国农产品产后损失
惊人，粮食损失率超过8%，蔬菜损失
率则是超过20%，每年仅粮食损失量
就高达500亿斤。

（ 据《 新京报》）
年损失500亿斤粮食是什么概

念？折算成经济损失，可达3000亿元
以上，相当于1亿多亩耕地的投入和
产出被浪费掉，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
的十分之一。

而参考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正
以每年1200万亩的速度减少，已逼近
18亿亩“ 红线”，粮食单产的增速也
出现明显减缓，增幅趋于变小的现
实，我国粮食产后损失的严重性和节
约粮食的紧迫性呼之欲出。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5亿
元，补助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扶
持农户和专业合作社建设储藏、保鲜
和干制设施，无疑将有力改善农户储
粮环境，实现减少产后损失、增加有
效供给、促进农民增收。但这也仅仅
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加大仓储设施
投入，重视农户储粮的技术开发及指
导的同样重要的是，相关方面必须提
高整个粮食行业的管理水平，加进一
步树立绿色生态储粮理念，走“ 生态
储粮”、“ 绿色储粮”之路。

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消费
大国。有论者就说过，粮食是安全问
题，而非经济问题。在狠抓有形粮田
生产的同时，确保储藏和流通上“ 无
形粮田”不荒芜也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