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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缩水，谁在“ 拔毛”?

□秋风落
北京每月5元“ 独生子女费”30

多年来一直未上涨。近日，一位全国
政协委员表示，这一奖励现在已无
实际意义，建议重新制定奖励标准。
独生子女补助成为今年两会热点话
题。

（ 据《 北京青年报》）
参照卫生部发布的《 2010中国

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每年新增失孤
家庭7.6万个，目前全国失孤家庭已
超百万。他们一方面承受难言的伤
痛，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养老等现实

困境。“ 独生子女费”是对独生子家
庭的一种激励，但在这些失孤家庭
中多少的数字也无法弥补这种伤
痛，所以说，把“ 独生子女费”数字
化就显得过于简单了。

片面的提高“ 独生子女费”，
这种单纯的物质奖励随着社会的
发展已经激发不起人们的积极性。
不想生的让也不生，想生的奖励再
多也会生，“ 独生子女费” 逐渐演
化为一种象征意义，恐怕没有多少
人去在乎这点数字，相反，人们担
心更多的是对目前养老问题的担

忧，养老院已经爆满，得预订到几
年之后；病房也没有空置的床位，
这些问题恐非单纯的经济补贴能
够解决。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在
改革日益复杂化的今天，我们不妨
也赋予“ 独生子女费”一些改革的
意义。单纯的提高标准并不是独生
子女家庭或者失孤家庭面临的最现
实、最急迫的问题，养老问题、精神
孤寂问题日益凸显，靠单纯的提高

“ 独生子女费” 并不能解决这些问
题。用改革的眼光看待独生子女问

题，更要全盘考虑，解决现在日益凸
显的问题。比如，完善养老基础设施
建设，兴建高标准的养老院，解决独
生子女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的问题；
健全老年人娱乐休闲设施，提供精
神服务，破解老年人精神孤寂等问
题等等，把独生子女问题当做一个
系统、一个工程问题去做，而不能仅
仅着眼于数字。

5元确实少了，但标准定得再
高，有比进入老年期的独生子女父
母享受到优待的养老和医疗等服务
更具有实际意义吗？

》短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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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涤明
3月10日，第六轮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出台，铁道部被撤销。当天，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铁道部虽
然将被撤销，但铁路200万职工不存
在安置问题，也不会裁员，铁路票价
一直偏低，今后要按照市场规律，企
业化经营来定票价。

（ 据《 京华时报》）
市场定价的经济学道理是供求

关系决定，但并不能抛开自由市场竞
争这个前提谈“ 供求关系”，否则如
何避免价格背离价值规律，铁路企业
伺机牟取暴利？市场定价，字面上看
合理，实际上这个“ 市场”却是有铁
道部或改革后的铁路公司一家，是高

度垄断的行业。而铁路客运作为国有
公益性行业，如果完全实行市场定
价，又如何解释其公益性质？

交通客运虽然还有民航、公路、
水运，但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不对称
的，其他运输工具与火车相比，并不
具有太多的替代性。那么，一个原本
不存在实质性竞争的“ 市场” 上，

“ 市场定价”就是伪命题。
飞机票的市场定价搞得不错，

机票因时间和航线不同，有高有低，
打折促销已成常态，体现了市场调
节运力资源、分流乘客的作用。这是
因为，民航领域确实存在多家航空
公司的竞争。而铁路行业即便实行
竞争，比如各铁路分公司之间依据

供需情况自行定价，但总的来说铁
路毕竟还是一家———都是铁路总公
司的。况且，铁路线路与列车的“ 割
据”毕竟有限的，竞争的充分性无法
与民航业相比。

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可以监督
铁路的市场定价，还可以搞听证，但
以水电气暖等垄断产品价格的价格
听证情况来看，公信水平太低了。也
就是说，火车票市场定价的行政监
管能否有效平衡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的矛盾，是存疑的。

公益性社会服务产品实行市场
定价，首先是逻辑上的问题很大。市
场定价的原则，是以市场能够接受为
合理。那么一旦供不应求，必然是富

人优先，这还能叫政府公益服务吗？
“ 一票难求”的问题或许会迎刃而解

了，但与之成反比的肯定是穷人、特
别是在外务工一族的不满情绪的增
高；铁路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而社会
和谐与政府形象则会损失严重。

笔者认为，铁路是全民所有的
公共资源，火车票市场定价更是涉
及到全体民众的切身利益，关乎民
生、社会公平与稳定；那么，高度垄
断经营的铁路客运可不可以按照

“ 市场规律”，这个问题不能仅由铁
路公司和政府部门决定，而必须深
入充分征询公众意见，有关方面更
应将这一问题进行周密论证，审慎
决策为好。

垄断市场上能实行市场定价吗

》一吐为快

移动老总
真难逃“ 信骚扰”？
□乔志峰

垃圾短信狂轰滥炸、个人信息被
泄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
公司总经理钟天华也不例外。“ 我最
多时候，一天要收到十多条垃圾短
信，真是很无奈。” （ 据新民网）

移动老总也备受垃圾短信困扰，
一副很无奈很委屈的模样儿。不过，
在下并未因此生出同情，反倒有几分

“ 幸灾乐祸”。网络调查显示，绝大多
数中国的手机用户都遭遇过垃圾短
信的骚扰。并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
若干年了，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了，
媒体也屡屡曝光了，可情况却依然如
故，且在一定范围内有愈演愈烈之
势。垃圾短信猖獗到这种地步，到底
该怪谁？与之相关的企业和管理部门
都应反思。

其实，从技术层面而言，要打击
垃圾短信这并不困难，通过资费清
理、规范平台、畅通举报渠道、监控短
信发送流量、内外共治等手段全面开
展垃圾短信综合整治，完全可以实现
让用户免受“ 信骚扰”。

但为何垃圾短信一直都难以根
治呢？个中原由，除了某些部门的责
任心问题，更是利益使然———由于短
信服务收入是运营商收入的一部分，
为了切身利益，运营商对内容、服务
提供商管理并不严格，甚至还有纵容
之嫌。移动老总吐槽“ 信骚扰”，更像
是“ 撒娇”或者推卸责任。

垃圾短信已成社会公害，而运营
商却仍然能拖就拖、不愿自断“ 财
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彻底根
治垃圾短信，还需立法部门尽快出台
操作性强、可以有效打击垃圾短信的
法律法规，靠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老百
姓的权益。

□佘宗明
深圳一家庭从1993年起，每学

期至少捐款400元，资助1名井冈山
贫困小学生，直至他初三毕业。后
来，受资助者到广东打工，见面聊天
时，无意间透露，每学期到手的仅40
元。这令捐助人大感惊讶。针对此
事，江西峡江县已成立调查组，调查
事件的原委。

（ 据新华社）
爱心捐赠，竟然缩水90%，这令

人大跌眼镜。若非机缘巧合下，捐助
双方的无意提起，捐款缩水的“ 窗户
纸”，恐怕还难以捅破。二者身处两
地，信息交流淤塞，而沟通媒介是信
件。当初达成捐助与受助的意向，也
是由慈善机构、校方等多方牵线。在
此情境下，两方的直接对话、互动反
馈，也相对匮乏。

尽管捐款缩水的内幕真相，因
时隔久远、信息不对称等，很难还
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 捐助流水
线”中，必定存在脱链，才致使善款
缩水。至于缩水缘由，究竟是某些中
间运作者克扣挪用，中饱私囊，还是
将捐款“ 再分配”，分给了其他需要
的学生，在调查清楚之前，不宜妄下
定论。

但无论如何，截留定向捐款，
都不能秘而不宣，架空当事人的知
情权。如果是有人暗中取巧，雁过
拔毛，那其徇私之举，只会灼伤善
心，也在挤压着受助贫困生的生活
境遇，性质尤为恶劣。正如受助者
小喜说的：“ 这笔钱在当时是救命
钱”，如果捐款在输送过程中不打
折扣，或许他的命运会改写。将救
命钱的大头据为己有，造成资源错
置，甚至贻误人生，何尝不是作恶？

就算是把捐款“ 再分配”，分给其
他贫困生，涉事责任方也不应自作
主张，在捐助双方不知情的情况
下，把定向捐赠当成随意划分的

“ 蛋糕”。
对捐款缩水的动因，公众的“ 有

罪推定”，未必就契合事实。但某些
细节，恰在佐证着人们的负面想象：
比如捐助人的信寄出后，总是了杳
无音讯，石沉大海；悬疑待解，涉事

学校却失声，似乎在有意回避⋯⋯
按理说，在定向捐赠中，慈善机

构、校方作为受委托方，应以信誉打
底，遵循契约，将善款送到实处。对
捐助人而言，他们不可能“ 亲历亲
为”，委托专业的慈善组织，也成了
合理选择。遗憾的是，在时下，不少
慈善机构都积弊待解：慈善运作密
室化，缺乏透明度；对挪用等的约
束，也较为缺乏；善款流向，也动辄

成谜⋯⋯正因如此，慈善领域才丑
闻频出，消解着公众的信任，也亟待
秩序重塑。

捐款缩水，已引燃舆论怒火，也
只有真相与究责，才能抚慰公众的
失落。这起风波，或属个案，但它未
尝不是慈善运作失序的剪影：若“ 暗
箱操作”仍充斥于慈善运作，沟通失
灵、监督匮乏又构成外围环境，善款
流向不明，不会只是偶然。

提高独生子女费不是简单数学题
“ 全国阅读节”

不如“ 多读一本书”
□徐志翔

全国政协委员苏士澍在今年全
国“ 两会”上提交了一份“ 关于制定
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建议”，建
议将我国的全民阅读节定为中华民
族文化巨人孔子的诞辰日9月28日。
将孔子诞辰日确定为“ 全国阅读
节”。 （ 据《 城市晚报》）

客观而言，现代人能专心致志地
读书的已很少了，2011年有项调查显
示，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传
统纸质图书4.35本，是全世界人均量
读书最少的国家。

我国是个多节的国家，大小节日
数不胜数，如果设立“ 全国阅读节”，
也未必真的有人知道，所以，依靠一
个“ 全国阅读节”唤醒公民读书有些
不靠谱。如果设立“ 全国阅读节”，不
要说当天读书的人不多，很多人都未
必知道这个节呢？

设立“ 全国阅读节” 不如倡导
“ 一人多读一本书”，可以是电子书，

有可以是纸质书；可以是科技书，也
可以是文学书。我们常说“ 开卷有
益”，哪怕读上一页、两页，日积月
累，一个月就能读上一本书，这就是
不小的进步了。

反之，单凭一个“ 全国阅读节”，
岂能唤醒公民读书呢？也只是个形式
而已，现在这个节，那个节也太多了，
为了人类自己进步的“ 书籍”，也不
要凑热闹了。

焦海洋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