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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灵

近日!一条"济南城管下跪劝商

贩#的微博引发网友关注$ 济南城管

清理占道经营的商贩!当要对一位年

轻女商贩的物品扣留时!双方争执起

来$ 女商贩抱着孩子给城管下跪!见

状!城管也忙下跪$城管表示!小贩下

跪!自己承受不起!只能下跪还礼$

在城管近乎妖魔化的背景下 !

"下跪还礼% 的城管无疑为这个群体

挽回了一些颜面$ 此事说明!即便是

在许多人看来"凶神恶煞%的城管!也

和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的普通人$ 最为典型的例证是
!""#

年发生在北京的小贩崔英杰刺死城

管副队长李志强事件! 经媒体还原!

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曾是制度的楷模!

杀人者崔英杰不仅上学时品学兼优!

在部队时还是优秀战士$

那么多有情有义的好人!一旦进

入城管的语境就变得薄情寡义!甚至

好似换了个人!这说明无论是暴力抗

法的商贩! 还是冷酷无情的城管队

员!其人性中"恶%的成分!并非是与

生俱来的"人之初!性本恶%!而是城

管执法的理念存在偏差$

城管的执法理念!甚至绝大多数

城管队员都不认可$武汉市江岸区城

管执法大队做过的一次队员心理调

查显示!八成以上的队员认为自己的

职业缺乏社会认同!感到心理压力巨

大$ 同样是武汉市一名
$%

岁的小学

生!之前一直以父亲为豪!有一天突

然语气坚定地说!"长大了死活也不

会当城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

为爸爸是城管!同学们都瞧不起我$ %

事实上! 没人是天生的暴戾之

徒!城管不是!为稻粱谋的小商小贩更

不是!虽然他们表现出的暴戾有时让

人惊讶$作为被执法者的商贩!并无意

为光鲜亮丽的城市"抹黑%!而只是为

了生计所迫'作为城管队员!严格执法

是职责也是谋求生计的手段$虽然"下

跪还礼%的城管!其恻隐之心让人感慨

万千!可一旦脱离下跪的场景!其还要

履行清理占道经营小贩的执法职责$

当越来越多的城管都无法承受

执法过程中的"感情煎熬%!制度的无

动于衷就会让人感到更为寒心$如果

刻意追求城市整洁无瑕的城市管理

理念不变!"除恶务尽% 的思维模式!

会让同属弱者的城管执法队员和商

贩成为互相伤害的对手(城管为了完

成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治理任务!

很多时候不得不靠伤害商贩来实现'

而商贩要维持自己基本的生存权!很

多时候在被逼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暴

力抗法$ 对于个体来说!这一切都是

其无法承受之重$

!

耀琪

)只有大家互相帮助!才能让小

偷意识到在这里犯罪是需要付出代

价的!而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 有了

这一次的经历! 如果下回再碰上!也

不敢再帮忙了$ %说这话的是一位在

东莞的巴西人$ 他日前在东莞出手阻

止小偷偷窃他人时!遭小偷团伙报复

群殴!其间!数十名路人在现场!没人

设法施救$

社会正气不彰 ! 仗义者陷于困

境! 类似事件频频发生在大城市里$

这次轮到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以血肉

之躯体验了一次$ 当我们对这位外国

人呐喊并给以敬意时!也很明白这是

又一次对我们畸形社会生态的审视$

为什么单纯的救助行为!在同样是人

类社会的某些地方如此稀缺!难道中

国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吗* 是这个

巴西人太傻太冲动!还是国人太含蓄

太自保了*

无论古今中外!)救人一把%正如

一种约定俗成& 不假思索的自然法

则$ 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巴西人

还是中国人!应该都有类似的本能反

应$ 只有遇到极端的环境下!天生法

则才会被压制和掩盖$ 比如在突如其

来的强烈地震中只顾着自己逃命!在

沉船时只顾着自己先浮上水面$ 若是

这样!我们无法谴责!可以谅解$ 可

是!在这个已经走入文明状态的大都

市!在这个老外自以为应该有基本正

义共识的城市!却遭遇野蛮围攻和冷

漠围观$ 只能说!这样的都市&这样的

人群社会实在令人心寒$

更遗憾的是!还有人说)巴西人

救人被围攻!丢了中国人的脸%$ 这意

味着!我们还是把)礼仪之邦%当做一

种表现给外人看的价值追求$ 进一步

的!我们所有的好人好事!是要在大

家观赏下进行的!而不是发自本心的

天然行为$ 殊不知!这正是一种近乎

叶公好龙& 人格分裂的心理行为学$

它不但不会创造出真实而正义的城

市!还会把每个人逼到一个更加不作

为&假作为的观众状态$ 社会一方面

继续颂扬正义互助!一方面大家对周

围的人更加不信任!对公益之事保持

距离!更别说出手维护正义了$

对我们这个社会自相矛盾的潜

规则!老外不可能都懂!所以才会去

冲动救助$ 这样的潜规则正在内化成

城市交往的一种代码! 任其下去!正

义精神或继续被冷藏!而冷漠却将成

为共识$ 我们应该借助这样的一个事

件缺口!好好地反思(如果日常口头

的教化无法激活公众天然道义!那么

唯有在技术&制度和程序上更好的鼓

励保护正义维护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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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

#

月
&

日上午
'

北京首次直升机

迎亲在东四环某公馆内上演$ 据了

解
'

该次飞行共花费
#

万元
'

由专业

航空公司提供服务$ 该飞机为欧洲

直升机公司系列
'

机型为
()*#%+*'

俗称)小松鼠%

'

其机舱有
&

个座位$

直升机迎亲很有创意
'

但这显

然是)富人经济学%的一次升天$ 飞

行
$

小时就花费几万元
'

唯有)不差

钱%的新人才能直升$ 当然
'

作为一

种商业行为
'

做富人生意最具 )钱

景%

'

尤其在奢华消费&奢侈品消费

盛行之际
'

无疑是供求关系的市场

经济学常识的运用
'

是给奢华消费

提供的一块新空间$

中国现有的)奢侈地位%已是高

处不胜寒$ 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的

报告显示
'

截至
!%$$

年年底
'

中国奢

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
$!&

亿美

元
,

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
-'

占据全球份额的
!./'

中国已成为全

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

针对奢华消费
'

是听之任之&推

波助澜
'

还是进行遏制
0

完全的市场

化&自由的市场化
'

只能是随波逐流
'

很容易)更上一层楼%$ 正如有关人

士所认为的
'

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

主要是)富二代%之间的攀比
'

他们

首先通过奢侈品进行自我身份攀

比
'

进而攀比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

直升机迎亲
'

给奢华消费开辟了一

条新跑道
'

搭建了一个新平台
'

打造

了一个新载体
'

载财富升天
'

引领财

富向奢华天空直升
'

或许会让财富

品质)飞流直下%$ 这是财富及其品

质的悲哀$

直升机迎亲
'

诠释并助长着)富

人经济学%的奢华$其实
'

不仅社会远

没有达到可以奢侈消费的物质条件
'

即便是未来物质条件不断改善
'

富裕

程度越来越高
'

勤俭节约的美德也需

要继承与弘扬$ 个人私财在受到法

律保护的同时
'

也受到来自社会道德

的制约+++用于公益& 慈善事业得

到社会舆论的褒扬
'

大肆浪费或炫耀

式消费则受到社会的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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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玲

前几天在母校武汉大学参与理

想大学的讨论时!易中天的一句"不

跟学生抢女朋友%引发轩然大波!遭

遇很多人的反驳$对此!易中天也进

行了回应$

易中天的这句大实话竟然激起

轩然大波!触动了不少人的神经!引

来"抛砖%一片!岂非咄咄怪事*其实

易中天的"大学教授的底线有两条!

除了做人的底线!还有行业的底线!

不跟学生抢女朋友就是之一$%是合

情合理的 ! 因为老师手上有权

力+++评分&写评语的权力!推荐考

研& 找工作的权力$ 老师跟学生恋

爱! 对别的学生不公平!"这跟法官

不能跟被告谈恋爱是一个道理吗$

法官要爱上被告! 可以! 你退出本

案$你要是爱上了这个学生!爱她爱

得要死!可以!辞职!换个学校$ %

"大学教授不跟学生抢女友%理

应成为大学教授坚守的道德底线$在

一些国外学校"师生恋%是被法律明

文禁止的!虽然我国没有这样的法律

规定!按照"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

则!不是不可以!但是作为传道授业

的为师者理应守住这个道德底线$各

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必

须恪守!否则就会乱套$ 从学生的角

度来说!与自己朝夕相处!关爱关心

自己成长&传道解惑的老师!有阅历!

有才华!有智慧!充满成熟之美!很容

易地占据了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崇

拜的偶像$于是有一些学生对异性老

师产生爱慕之情!执著地追求$ 从为

师者的角度来看!学生与老师之间的

地位不平等!老师对学生的情感占有

变得轻而易举$因为老师在学生心里

的地位比较高!老师的形象代表着高

尚!老师是成功的化身!一旦老师追

求学生!学生有被宠爱的喜悦!能够

很快产生反应$另外!人有支配欲望!

由于地位的不同!学生处于被支配的

位置上! 老师易对学生产生同情&占

有的心理! 于是就可以跨越年龄!冲

破角色的规定做出出格的事$所以在

美国的大学不看什么原因!不管是不

是学生要利用老师等等!只要是师生

恋这样的事情!只要这样的事情被公

开!学校惩罚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

"大学教授不能跟学生抢女友%

是天经地义的$人应该有耻辱感!孟

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

耻矣%$ "大学教授跟学生抢女友%!

不但有违师德而且也是不平等的竞

争!是"交战中的两只狼%的一只"恶

狼%$有故事说(有两只羊决斗!不分

胜负$有一天!主人将一只羊的羊角

绑上尖刀!终于将另一只羊捅死了$

后来! 这只羊在喝水的时候看到了

头上的刀!明白了什么似的!一头撞

在山岩上! 硬是活活地撞死了$ 你

说!人岂能不如羊*记得国学大师陈

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

想了又想! 觉得易中天的话真是为

师者的信条与底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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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鸣

临近毕业找工作!哈尔滨市一些大学生纷纷忙于"面

子工程%!有的不惜花几百上千元拍一张"明星寸照%美化

简历!有的则穿梭于商场置办"面试装%$更有学生不甘心

外部"包装%!干脆直接整容$ 在当地一些医院的整容中

心!每到
=

月至
1

月!便是大学生整容高峰期!常规的颜

面整容手术!也需
#%%%

元左右$

人要衣装马要鞍$ 求职面试!注重仪容仪表!当然没

错!但"面子工程%究竟能为职场竞争增几分胜算!也没那

么玄乎$综观职场!大约除模特&演员等职业外!靠漂亮脸

蛋上位!或"电%倒人事经理的!恐怕还真不多见$一句话!

职场竞争!除了专业所需!还得靠真才实学!靠真功夫打

天下$

话说回来! 社会浮躁虚夸! 连一些地方政府都大造

"形象工程%! 又如何能过多责怪青年学子偏爱 "面子工

程%呢*

毕业季的!面子工程"

当老外撞上
正气不彰的
社会病

言者有意言者有意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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