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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印斌

据媒体报道!因退票被收取
456

服务

费!律师董正伟要求国家铁路局公开定价

信息和退票成本信息!铁路局回复称"不

属于公开事项#! 董正伟遂起诉对方$ 日

前! 北京市一中院判定国家铁路局败诉!

认为原回复行政违法!予以撤销!判决其

重新答复$

仅仅一句"不属于公开事项%!就试图

遮掩问题!规避责任!未免太过轻巧$在国

家铁路局与铁路总公司已然"分家%的情

势下!依据相关法律!旅客&货物运输杂费

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当由国务院铁路

主管部门规定$ 因此!国家铁路局有责任

有义务解释清楚收费依据&标准设定乃至

退票的相关成本信息$

这是一种常识$ 但凡涉及民生的

收费项目!没有理由不公开相关信息$

已经进入政企分开的铁路部门! 不该

再延续以往的惯性!动辄就忽略民意$

其实!并不是说退票就一定不能收费!

而是收费一定要恪守程序正义! 公开

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不然!想起一出

就是一出!想收多少就是多少!亿万旅客

的切身利益又该如何保障'

此外!这一事件也暴露出(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

者!现行条例规定的公开事项还比较粗线

条!缺乏具体&细密的规定!相关行政部门

往往以*公开范围%作挡箭牌!随意曲解条

例!擅自扩大不公开的范围+再者!长期以

来! 一些政府部门习惯于权力的封闭运

行!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对实践事务的

判断上!往往倾向于不公开$ 这也与政府

部门的利益诉求有关!这一点在涉及收费

项目公开方面尤为明显$

面对种种纷扰!一方面!政府部门应

该认真领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义!以

最大的诚意推进信息公开!不能随便找借

口扩大不公开范围! 甚至连理由也不讲!

只是简单强调*不属于公开事项%了事+更

不能漠视民众对于政府运作的知情权!试

图维持权力的封闭运行$

另一方面! 信息究竟应不应该公开!

公开到什么程度!不能仅凭行政部门的一

句回复!而是应该听从法律的裁定$ 不可

否认!此前!很多有关起诉政府信息公开

的案例!原告败诉的比例极高$去年!北京

大学相关机构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

过去五年!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已占中

国行政案件一审的
!56

!但法院驳回起诉

的较多!而原告胜诉的情况较少$然而!随

着法律的普及! 以及整个社会共识的增

进!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进!这一次!北京

市一中院关于退票收费的判决就是例证$

公权力部门似乎应该明白! 该公开

的!一定要公开+该早公开的!一定要及早

公开$ 这不仅仅是民众的意愿!更是法律

赋予民众的正当权利$

身在远方
心系村庄

!

魏薇

前几天! 一位同事深夜在微信朋友圈慨

叹,*终于可以说一声-幸运./过完中秋!父亲

也办好手续出院了$ %

原来! 他远在江西的父亲被一位精神异

常的乡邻砸伤额头!缝了四针$由于前些年曾

做过头部手术! 如果被砸伤的位置稍有偏差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起初!父亲不想让远在北

京的他担心! 并要求隐瞒! 但是他的哥哥却

*走漏%了消息$

这位同事工作极为勤勉!由于假期短&家

乡远!已经多年未在中秋回家与父母团圆$此

次意外! 让他决定以后的日子里要尽可能多

回家$ *小村庄和大都市的月亮!同样浑圆光

明$ 但家人在哪!哪儿才有团圆$ 感谢所有察

觉或者未察觉的-幸运.!让我们在生命中必

将遭遇的离别前!有机会多见父母一面!再多

一面$ %

*若不把东西拿走!我们就不会意识到!

曾经拥有过什么$ %他是幸运的!被有惊无险

的意外所提醒!对父母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但不少人却直到追悔莫及才有所醒悟!*子欲

养而亲不待%的悲情故事仍在不断上演$

儿女在长大!父母在变老!这是个再普通

不过的常识$ 当父母年迈!对于他们来说!见

到儿女是最大的福利! 见不到则是最大的折

磨$ 但不少儿女却*吝啬%得每年只给他们一

两次见面机会$子曰,*父母在!不远游%$但年

轻人为读书&为生计&为爱情&为自由!或北

上!或南下!*远游%已成为常态$ 不少人都是

这样!兴冲冲离家后!志在四方!心比天高!眼

里满满都是大都市与锦绣前程! 一年到头给

父母打不了几个电话! 总觉得那个身强力壮

的父亲&那个忙个不停的母亲一直就在那里$

对于年轻人的拼搏怎忍苛责' 中华民族

数千年文明史!也正是一代代青年离开故土&

走向远方的家庭迁移和繁衍史$ 即使是孔子

所说*不远游%的要求!也还有*游必有方%的

例外$ 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去偏远山区支教&

去祖国边陲值守!散落在全国各地挥洒汗水!

这既是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的追求!也

是国家兴旺&社会发展的必需$*游必有方%的

远行! 父母虽不舍却支持! 个人虽艰辛但无

悔$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曾写过,*你的童年

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

远行到何方$ %在*远方%和*村庄%间!到底如

何衡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答案$但在

不少人心中!看罢了*远方%!最挂念的还是父

母所在的*村庄%$前一阵!有一道网络流行的

数学题!*假设每年回家两次! 父母有幸长命

百岁!你还能见他们多少次' %不少人都不敢

去算$

在家庭和事业&生存和感情的天平上!往

哪方倾斜!都意味着极大的代价$ *百善孝为

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 %其实!对

父母的感情! 不应由提供的物质条件来简单

评价!也不宜用陪伴身边的时间长短来衡量$

无论在身边还是在远方!有时候!只要有及时

的电话&贴心的问候!也比得上一场奔波&一

堆礼物$

村庄是父母所在&乡愁所寄&人生源头!

须臾不可忘$ 但年轻人去远方! 既是个人选

择!也是发展所需!更是时代潮流$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只要秉承*游必有方%的准则!用心

牵挂!即使聚少离多!也能少些愧疚&少些悔

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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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的小蔡! 怎么也没

想到! 应聘好不容易进入复试阶

段!竟因为一份手写的简历!直接

被公司
7288

掉/ 经询问后得知!

原来!小蔡在
"55

字简历里!竟写

了
4"

个错别字!这也成了公司人

事主管
7288

掉小蔡的主要理

由$ 回忆起此事!小蔡懊恼不已$

一位大学生 ! 一份手写的

"55

字简历! 里面竟然有
4"

个错

别字! 这样的大学生在大学里究

竟学到了些什么' 连向外界推介

自己都能错别字连篇! 又怎能胜

任其他的工作! 应聘被淘汰真是

一点都不冤屈$

有人认为!错别字连篇!从一定意义

上说有互联网时代到来的因素!但笔者认

为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对于本国文化的

漠视$ 鲁迅先生曾说过汉字有*三美%,音

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意美以感心$汉字

之美在于*三美%的统一与和谐!具有集声

音&形象&辞义于一体的特性!这一特性是

世界文字中独一无二的$ 如能理解此*三

美%!相信爱上汉字的人会大大增加!而白

字会大为减少!否则实在愧对仓颉&许慎

等先贤也$

错字落聘

不要认为底线可有可无

!

莫梓芫

最近! 黑龙江依兰县高级中学索礼

辱骂学生的老师!被舆论推到风头浪尖$

相关部门应着批评声! 撤销当事教师的

职务!停止教学工作!给了行政记大过的

处分$

听起来!好像处理得相当严格!行政

记大过!应该后果很严重吧'实际上!对于

大多数并不走仕途的教师来说!行政记过

处理根本不会影响到职业本身!停止教学

工作并不等于吊销教师资格!她还是会回

到讲台!重新拿起课本*为人师表%$所以!

就这个事情性质的严重性和当事人该承

受的后果而言!并没有成正比$

事实上! 这是一次突破职业底线的

事件$ 按理说任何一个职业! 都有其底

线!譬如教师不能骂人 !记者不做假 !医

生不能见死不救$ 突破了底线! 就是渎

职!表明没有资格从事这一职业!应被清

退$ 然而!对待底线问题!我们看到的一

些处罚高开低走!避重就轻!不客气地说

就是敷衍$实际操作中!缺乏严格的处罚

也使得其并未起到真正的底线作用 !而

沦为*假规范%&*假底线%$

就像依兰这个索礼辱骂学生的老

师 !如此无视讲台的尊严 !居然还保留

着教师的资格 !这似乎是暗示类似事件

下不为例 !饭碗就能够保得住 $ 再比如

大学教师论文造假 &论文抄袭 !一个道

歉 ! 一个行政处罚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吗 ' 公务员行贿受贿 !达到一定数额才

进行量刑 !这不是在变相鼓励低额灰色

交易吗'

这些不断挑战行业底线的事件频繁

出现!无不在提醒我们!就是因为缺乏真

正行之有效的行业规范! 才会促使这么

多年来! 我国各行各业依据着软绵绵的

*处罚%&*记大过%!在一直拉低底线$ 反

正一切以法律为基准!不违犯皆无过$

美国& 加拿大等国的高校为何论文

造假不会如此泛滥! 因为后果是取消科

研资格!终身告别学术 !这是一种 *行业

惩罚%$ 如此一来 !也是提醒 !底线禁区

就该有底线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