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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鸣

湖北襄阳市某局一位科长不

仅带家人参加办事单位的吃请!还

把家里的小狗带去了!而且!给人

点菜前还先给小狗炒了两盘菜"对

此!当地有关部门的态度是#就地

免职!没的话说"

一人得势!鸡犬升天" 昔日官

场就是这般情景! 于是攀附达官$

依傍权势沿袭成风" 平民女子!一

旦嫁为官太太!立刻身价倍增" 若

攀上皇亲国戚! 不仅光宗耀祖!乡

邻也跟着沾光" 即便在官府听差!

做狗腿子!见着小民百姓!也是趾

高气扬!好不威风"

现代社会!虽然官民身份福利

薪酬等仍有差异!但人格平等已是

主旋律!仗权摆谱!或能逞一时之

势!但终为社会不齿"这位小科长!

或许仍迷恋于昔日官场陋习!手握

一点小权力!便飘飘然了!不仅家

人跟着吃大宴!连小狗也尊享贵宾

待遇
8

这等官员!若不摘其乌纱帽!

也只有被人骂的份"

!

曾颖

在外打工的女儿深夜遭遇一场

诡异大火!全身
93:

烧伤"

45

岁的河

南虞城农民张进友让医生割下自己

胸腔上的
,

块皮肤!为女儿做了植皮

手术"经过
#6

多天的挣扎!父爱创造

奇迹!女儿从死亡边缘回来" 这个割

皮救女的故事成为一个新传奇!在网

上流传!感动了很多人"

许多人是流着泪看完这篇新闻

的!这泪水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既

有对张进友感天动地父爱的敬意!又

有对火灾制造者的残忍冷血的愤恨!

还有对张进友一家悲惨命运的同情!

也有对当下进城务工农民工脆弱的

医疗保障的担忧"

如果说%割皮救女&是故事高潮

的话!那么!包括
!,

岁就成为%资深&

打工妹的女儿短短的人生中的长长

辗转'环境复杂的打工者聚居地南口

村的各种充满戾气和恩怨的社情民

意'甚至包括老生常谈的社保和医保

对流动人口的覆盖瓶颈'以及弱势人

群遭遇突发的个人无法克服的重大

灾难时制度化的社会应急机制的不

完善" 这些!都成为构成这个悲剧的

重要元素"

这是包括张进友在内的所有人

都需要反思的! 媒体报道中没有说

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未成年女儿脱

离父母和亲人的监护!置身于危险之

下" 相信这种情况!在乡村应该不少

见!只是因为张进友的女儿出了这个

极端的悲剧!而被重视起来" 而更多

的王进友$李进友及其儿女们!他们

的故事也并不那么显性!但暗藏的危

险!也不容小觑" 对此!社会各界!应

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从这个悲剧

中!得到启示和教训!进而杜绝更多

的悲剧发生" 让包括(未成年人保护

法)和(义务教育法)等!不至于成为

被任何借口都可以轻易忽略的一纸

空文"

试想!如果张进友还在义务教育

期内的女儿所呆的是学校而不是打

工场所'如果南口村的治安环境受到

足够重视!那里聚集着的各类打工人

员之间不存在那么多不足以用打架

或扔油瓶就无法排解的负面情绪'如

果打工妹们参加工作之后就拥有了

相应的社会保障!包括新农保在内的

医疗保障!能够无障碍地在国内任何

一家医院都畅通无阻'如果在治安事

件发生时!能有一个包括警方和社会

救助机构! 在无须媒体或网络的介

入!就能自动介入对这类受到社会治

安事件影响的无辜者给予救助"如果

这些%如果&有部分成立!那么!张进

友及其女儿的故事!也就不会这么惨

烈!花季少女不会重度烧伤!悲痛的

父亲不会痛上加痛地不打麻药割皮

救女"世间少了一个惨烈的引人唏嘘

的惊天故事!而多了一对没有故事却

好好过着平静生活的父女"

相信这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

结果"虽然它不惊悚不悲壮不煽情不

令人震撼!但却能让人发自内心地得

到安慰! 并重新审视自己平淡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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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祯

公权力是指人类共同体*国家$

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

提供%公共物品&*安全$秩序$公交$

通讯等+! 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

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

决策$立法和执行$实施决策$立法

的权力"

由此可以看出! 公权力的被滥

用应属国家公职人员违反法律程

序$ 违反比例原则谋取私利的权利

行为"

日前发生在湖南省被网友讥讽

为%湘潭神女&一例!足以透视出公

权力的被滥用危害之大"

据新华社
4

月
"5

日电!当月
!9

日! 湘潭市岳塘区通过其网站进行

干部任前公示!其中拟选拔任用%

96

后& 的女干部王茜系湖南省发改委

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王达武之女"

该女
!99!

年
!6

月出生! 高中毕业

后到新加坡学习!获取%英国国家教

育文凭五级&证书*经与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联系! 该证书不属于其学

历认证受理范围+后!被聘为邵阳市

城步苗族自治县发改局重点项目办

工作人员! 同年被违规登记为国家

公务员"

"6!"

年
4

月!岳塘区委决定

其为区发改局副局长拟任人选!引

发舆论强烈关注"

据有关部门和单位透露! 关于

%湘潭拟任
96

后女副局长& 事件已

经查清!相关人员受到严肃处理"邵

阳市$ 湘潭市和湖南省发改委的意

见称# 取消王茜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机关工作人员资格! 撤销拟任岳塘

区发改局副局长职务的决定' 给予

王达武党内警告处分! 免去其湖南

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职

务"同时!还分别给予涉及到此事负

有相关责任的多个处级和处级以上

干部党内警告处分$免去职务$调离

组织部门$省纪委立案调查等处理"

由此可见!%公权力& 的滥用使

手握权力的人滑向公众的对立面!

不但使公权力本身蒙上羞色! 遭受

质疑! 也破坏了相对稳定的公共社

会秩序!使公平公正不在!也给其所

%护佑&的对象带来伤害"

%公权力&的滥用害莫大焉,

从众多网友对此事表达的看法

讲! 他们相信公权力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 也具有无可置疑的号召力和

推动力!能给社会带来美好$善良$

公平和公正" 人们也同时相信公权

力能通过自身%免疫力&!来%剔除&

依附在公权力身上的%羞耻&和%龌

龊&" 说到这里!人们只要稍加联想

就能发现! 通过此前山西省
4"

岁

的女人王辉当选为文水县副县长事

件的被查处就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 公权力理所当然就应该

为公共服务 ! 为最广大人民谋福

祉" 所有那些滥用公权力的人不

但危害社会! 贻误他人! 同时也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已是不

争的事实" 望手握公权力的诸公思

之!察之"

!公权力"的被滥用害了谁!

科长带着小狗赴宴#

不一样的!官犬"待遇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割皮救女"#本可不必如此悲壮

百姓观点百姓观点

三川原声三川原声

社会热点社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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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川

有学者进行的一项大学学生社

会来源研究得出结论#%高考制度本

身有利于工农子弟&!%中国教育系

统相较于国外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

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但

该结论不但与许多同类实证研究的

结果相反 !记者调查也发现 !由于

%超级中学&垄断一流大学生源!农

村学生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是不争

的事实"

严格说来!学者的研究和媒体

的调查并不相左" 放在一个相对长

的时间段内!前者的研究结论无疑

是成立的!尤其是自
!999

年高校扩

招以来!农村学生的总体入学率较

之前大为提升!农村生源占高校学

生的比例 !%从全国范围看达到了

#6:

以上&" 然而这一事实不能遮蔽

的另一个凄凉景况是!名校中的农

村学生占比呈越来越低的趋势!北

大的这一比例由过去的两到四成之

间!降到如今%只在一成到一成五之

间&!教育部直属高校也呈现出同样

的势头" 也就是说!%工农子女&虽

的确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但

同时却又日渐%下流化&!大量的农

村学生! 集中到二三流乃至不入流

的高校当中去了"

这一被称为%寒门难出贵子&的

现象!对于农户家庭!意味着高等教

育的投资风险! 较以往急剧地加大

了!既要面对上学贵!还将忧心就业

难" 事实也是
8

经过从小学到初中到

高中层层金字塔式的过滤! 能升入

一流高校就读的学生! 最终成为所

谓社会精英群体的概率大增 " 以

"665

届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为例!北大有
,,7":

$清华有
#-:

的

毕业生%到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省

部级以上科研单位$重点高校$主流

新闻媒体$国有商业银行$著名跨国

公司等国家重点行业与领域就业&!

这远非其他普通高校可望其项背"

更不要说! 还有许多普通高校的学

生!将无奈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寒门难出贵子&所寓示的!是

底层群体向上纵向流动通道的堵

塞! 以及由此进一步加剧了的社会

阶层固化! 造成了民间俚语所谓的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

洞&板结化社会"那么这一怪现状的

成因又何在呢-

媒体对此的调查归因! 是直指

城市里广泛存在的 %超级中学&!是

其垄断了一流大学的生源所致"%人

数以万计$ 垄断尖子生$ 比拼升学

率&的%超级中学&!近年来确有更大

更强%蒸蒸日上&之势" 一方面它享

受着教育投入上的倾斜$ 拥有着雄

厚的师资力量$ 有着无可比拟的社

会声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另一方

面!它又以自身种种优势!反制其他

学校并对公众构成事实上的掠

夺...一手以种种优待 %掐尖&!把

优质生源尽收囊中! 一手则大开择

校之门! 收取贵过大学学费的择校

费!把办学当成生意经营"在阻挡农

村孩子上一流大学的体制性障碍之

中!除去%高校分配给各省的招生名

额不均& 这一因素为其不能左右之

外!其他如保送生制度$自主招生制

度以至高考加分等等! 利益几乎被

其尽享或占去相当比例" 据报道!

"6!!

年河南全省有
,"

人被直接保

送到清华$北大!其中
#-

人来自
-

所省会优质高中'

"6!6

年! 北大清

华 在 陕 西 省 自 主 招 生 名 额 的

9579:

$保送名额的
9$7-:

!被位于

西安的五所%超级中学&垄断"

然而! 若更深入解剖 %超级中

学&这只麻雀!人们会发现它不过是

浮在面上的表象!本质上!它乃是教

育投入不足$ 不公和畸形教育政绩

观再加利益链合谋的产物! 是城乡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重城市轻农村

的城乡分治模式
;

在城市则表现为

对重点非重点$示范非示范的%一城

两治&

<

孕育出的怪胎"于此情势下!

任乡村寒门学子们如何勤奋! 改变

命运的机会又有多少呢-除%超级

中学&对一流大学生源的垄断!无疑

亟当从此处破题"

寒门为什么难出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