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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 网友在微博曝光一位大妈在北京建

外某广场的喷泉下搓澡的照片" 这位网友说!这

位#豪放$的大妈!自备了毛巾等搓澡工具!被拍

到时!头发已经洗净%

这个大妈是流浪者吗& 从那几张照片中可

见!大妈准备充分!该遮挡的都做了遮挡!看起

来不像是一般流浪者或智力障碍者% 那么她为

什么要在广场上 #搓澡$& 也许正如网友所说'

#喷泉搓澡!省水省钱!这也算是一个生活技能

吧( $

广场喷泉是一种景观!在天气#发高烧$的

日子里!如果边看景观边在旁边纳凉!这无可非

议% 但为了省水省电! 把喷泉当成冲凉的水龙

头!把广场当作公共大澡堂!那么不但煞风景!

还展露了令人汗颜的不文明素质%

中国人以聪明著称! 但这种聪明常常被用

在歪道上!于是表现出来的大多是#中国特色的

小聪明$%

有些#中国特色$到了文明国家!就给文明

人带来了困扰!甚至要惊动警方%

前些天! 一支华人舞蹈队在纽约的日落公

园排练时!就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警员将

领队王女士铐了起来并开了传票% 警方的控罪

理由是'#在公园内没理由地制造噪音$%

据悉! 华人晨练或在公园内跳舞时因播放

大分贝音乐或使用扩音器而遭到投诉或报警的

事!不仅发生在日落公园!在其他华人聚居地也

都发生过%

中国人没有公共空间概念! 更不会考虑别

人的感受!因此在公共场合经常是我行我素!把

别人当透明% 而在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哪怕在私

人空间!也不可以恣意妄为%

据美国)侨报*报道!同样在华人居住的日

落公园地区! 会见到不少沿街阳台或花园里有

内衣内裤在空中飘舞" 一些当地居民经常愤而

上门!要求华人将内衣裤放在隐蔽的地方晾晒!

但不少华人经常不听劝告! 使得邻居只好向警

局投诉" 在英国伯明翰南部!一位华人女士将内

裤挂在窗把手上晾晒! 还让老外误以为这里是

提供色情服务的地方!因此招来警察调查"

从上述事例中可见!在文明的地方!只要你

的行为对他人构成不良影响! 都会有人出面干

预!甚至由警察出面干预" 但在北京大妈当众冲

凉时!我们就看不到市民和警察的阻止干预"

文明素质是通过影响+训练和规范出来的!

中国人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大多大而无当!

却缺乏最最基本的文明训练和文明规范% 小到

当众放屁+当众抖腿+当众晾晒内衣裤!大到制

造扰人噪音+随地吐痰大小便等等!都给他人带

来不良观感甚至恶劣感受% 这些行为本来都应

该得到提醒!得到相应的规范限制!但在我们这

里!不文明言行却有着巨大的自由空间%

北京大妈广场#搓澡$!搓出的是文明的污

垢% 对这样的#文明污垢$!我们不能只停留于事

后清理!更应该有事中的干预和事前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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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吃什么+明天该穿什么+怎么和同

事相处+哪些朋友不应该交,,因为什么事都

要靠妈妈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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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重庆人刘力
5

化名
6

不

会与人相处!导致两年里辞掉
3,

份工作% 她是

独生女!从小家里把她当成宝!地都不让她扫%

从)颜氏家训*到)曾文正公家书*!我国历

代持家宝典都力戒宠溺儿女!或许是传统过于

严厉!进入到现当代以后!不少国人从种种心

灵鸡汤的故事中!看到西方的以-爱$为中心的

幸福教育场景!于是幡然醒悟!也开始了-爱$

的教育历程!但-爱$的时候用力过猛!不小心

就发展成了溺爱% 这样的例子不光在城市独生

子女家庭中有!据观察!连在乡村家庭!这样的

例子都不罕见%

把孩子培养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人!

再将其推入竞争激烈的职场,,对孩子而

言!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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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贵州+山东前省长同时加盟中国重

汽担任独立董事轰动资本市场!使-高官独董$

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记者梳理目前
1

股市

值前十大公司!在其
7#

位独立董事中有
4

名为

退休高官!占比约
!$8

% 如果包括有普通政府官

员背景的!这一比例会更高%

退休高官+上市公司!两者暧昧-结合$!一贯

令人浮想联翩%当然!理解-卸任高官任独董$!还

可以有着更为细致的归因视角% 必须正视的是!

一些官员权力源于公职!却能超越公职存在% 由

此导致!明规则秩序之外!还存在另一套由个体

能量+私人关系等支撑起的隐性秩序...在很多

人看来!企业拉拢退休高官!恰是为了强化自身

对隐性秩序的掌控力!从而获取更多额外利益%

诉诸于-权力掮客$自立自强的逻辑!总归

与市场所标榜自洁自律+ 磊落竞争的企业家精

神背道而驰% 现代商业道德演化至今!那种暗地

操作+捆绑权贵的寄生式企业!早为主流价值体

系所不屑% 却不想!仍有那么多大型公司!陶醉

其中% 一方面!是一些退休高官在不菲的佣金前

淡定不再/另一方面!则是诸多企业!无意充当

透明市场的建构者!反倒乐于维系+强化那种隐

秘的地下秩序% 其最终定然会将营商行为!推向

-公关$成本畸高+不确定性剧增的非文明轨道%

现实如斯!痛呼急陈者可谓多矣% 但惟有充

分研判-推行难度$!再讨论所谓-对策$方可具

备实际意义% 其实!就扭转退休高官和上市公司

的联姻态势而言!从-雇主$一方切入着手改革!

或许更具可行性% 比如!出台新规!进一步压缩

上市公司可雇佣退休高官担任-独董的人数/再

比如!强化对-独董$履行本职0关注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不受损害1情况的评估力度等等%

事实上!聘任退休高官担任-独董$!已然悖

逆了-独董$角色所应发挥的独立判断与监督守

望功能% 面对这一现象!无论是企业内部成员!

亦或是市场管理方!以及公权体系的组织者!显

然都难逃纠偏之责%

退休高官任!独董"#无助市场文明

被陋习攻陷的图书馆尴尬了谁

听妈妈的话成!废人"

北京大妈!当街搓澡"搓出了文明的污垢

!

木须虫

#

月
#

日!郑东新区的郑州图书馆新馆开始

试运行!可几天来不断有读者反映!原本安静的

图书馆时常被孩子们骚扰%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图书馆确实有点像少年宫!孩子们-喧宾夺主$!

读者受干扰!图书馆也不堪重负%

前不久!媒体报道广州图书馆新馆开放!孩

子嬉闹严重干扰正常秩序! 其情况与郑州图书

馆新馆如出一辙% 这些孩子不听劝阻追逐嬉闹!

是孩子活泼好动的性格所致! 可以理解为孩子

的自控能力差% 但骨子里却是孩子们公共文明

意识匮乏!对图书馆特殊场所缺少神圣感!不懂

得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言行! 甚至把图书馆等同

于一般的游乐场所%

孩子们的表现是一面镜子!照射出家长教育

的缺失% 一些孩子在图书馆里撒野!不仅是家长

纵容!更是家长陋习的-继承$'孩子蹲着撒尿!母

亲在旁边笑/甚至不少家长不仅不配合还很生气

地批评工作人员!而很多家长自己就聚集在大厅

里大声说笑% 家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文明的 -读

者$!也是一个公共文明素质低劣的父母%家长成

了-坏榜样$!孩子的放纵嬉闹便显得必然%

图书馆是公民文明素质的考场! 孩子们撒

野嬉闹让这场考试输得一败涂地! 从中可以窥

见孩子文明素质相关教育的集体不作为% 在这

场考试中!孩子没有责任% 孩子无知!却具有可

塑性! 学会控制言行+ 在公共场合不喧哗与嬉

闹! 是从幼儿园开始就该普及的常识和培养的

品性/学会尊重他人!礼貌待人!爱惜物品!是父

母从小就应灌输的理念% 当教育从幼儿园开始

就忙于教孩子加减乘除+

19:;

之时!被遗忘的

文明教育! 难道需要让图书馆沦为文明教育的

-第二课堂$!苦口婆心地恶补&

被陋习攻陷的图书馆尴尬了谁&各地新图书

馆暑期开放的-喧闹$!从另一个角度注解了-中

国式$陋习的强大惯性!也表明公民公共文明素

质培养的艰难%文明素质从娃娃抓起不是一句空

话!在教育的版图中!该给文明留出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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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身份证停止使用不到
#

个

月!二代身份证就-先天缺陷$了%

这条发布在-七夕$的新闻!让很

多有过身份证遗失或者被盗经历的

人们顿时感到凌乱'由于没有任何注

销措施!身份证丢失后!即使补办0挂

失1!原身份证仍可正常使用% 大量遗

失+被盗身份证正通过网络进行非法

交易! 并被广泛用于开办银行卡+信

用卡!掩护诈骗+洗钱活动%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或许还

存在着另外一个+甚至几个被-分身$

了的你( 或许他们正持着与你同样的

身份证!在行使着开户+刷卡+出境+

开房等原本只有你一个人专享的公

民权利%

当初被夸得像朵花似的二代身

份证!号称-制作工艺流程属于国家

一级保密!重要地位可与印刷钞票相

提并论$% 专家论证时曾大言不惭地

表示!要破译这套系统-至少需要投

资
3<

亿$%

现在!二代身份证 !晚点更换到

手的!口袋里还没捂暖!-设计先天缺

陷$了!-漏洞急需升级$了% 劳民伤财

八九年!原来中看不中用% 那么多钱

砸进去!还得继续砸%

如果不是媒体有意后知后觉!其

实二代身份证的设计缺陷!早就显现

无遗% 挂失之后的原始身份证可以与

补办的新身份证同时使用!这种设计

缺陷造成的漏洞!给被动带来的专项

打击!增添了巨大的工作量!也给居

民造成无法估量的潜在或者显现威

胁% 这一点!办理利用身份证犯罪案

件的警方!体会比任何部门来得更加

深刻%

这是典型的决策失误!自娱自乐

式的拍脑袋下的蛋% 事关
!"

亿人头

号重要的身份证件!竟然在设计上留

下这么大一个漏洞!有太多的教训值

得总结% 比如!是否强调-完全自主研

发$的重要成果!而轻视国外成功的

技术手段与经验的借鉴& 是否自信专

家水平和自我能力!而忽视民间智慧

的广纳与汲取& 等等%

目前 ! 新修订的 )居民身份证

法*!规定了公民申领+换领+补领居

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 这对

防止或减少利用二代身份证设计漏

洞的犯罪行为 ! 具有亡羊补牢的作

用% 但是!天下没有白补的牢!亡羊的

代价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对此!当初的决策者 !是否应该

承担相应的责任!应该由相关部门作

出掂量% 但是!对这个-天大的漏洞$

给社会+给民众带来的麻烦!至少应

该心怀歉疚%

所有决策带来的先天设计缺陷!

都缘于有着先天缺陷的决策机制% 二

代身份证的安全漏洞!其实是人为的

决策漏洞% 小小一张身份证!虽然老

百姓只需要掏一二十元钱!但国家掏

了大钱! 加起来便是庞大的一笔巨

资% 这笔账!不能不算%

决策者自以为是的一点点失误!

都可能是重大的失职% 因此!举一反

三地解决先天缺陷的决策机制!与解

决先天缺陷带来的二代身份证漏洞!

都应该同为当务之急% 一些部门!不

妨在二代身份证的漏洞中!找找自己

的先天缺陷%

二代身份证得了
!先天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