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案情简述

某商贸公司员工王某，因违反公
司劳动纪律被解除劳动关系。王某不
服，申请劳动仲裁也未得到支持。于
是，王某在微信朋友圈中多次发布言
论，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进行谩
骂和侮辱。张某不堪其扰，最终向法
院起诉。张某主张，王某立即停止发
表并删除已发表的对张某名誉权构成
侵害的言论；王某应赔礼道歉，并消除
负面影响、恢复张某名誉；王某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双方之间对未
结工资等事宜确实存在争议，且王某作
为劳动者与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相比仍
处于弱势地位，只是通过“网络吐槽”引
起他人对其与原公司之间纠纷的关
注，尽管言论内容有所过激，但是发布
的范围仅限于其朋友圈，受众范围始
终有限，张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

保持必要的宽容。此外，王某已当庭删
除了相关朋友圈内容，张某亦未能证明
此事实际造成的受损情况。因此，一审
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 律师有话说

当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发生冲突时，
如何衡平取舍并不容易，权利与权利之
间很难划出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那
么，如何判断言论超越了自由的边界，
构成实质上的侵犯他人名誉权呢？

一看主观目的善恶与否。言论背
后都有主观目的的影子，可以是善意
的或中性的，而不能是恶意的，也不能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言论的出发点应
在于发布善意的诉求、追求合法利益，
而非负面情感宣泄与人身攻击。本案
中，王某的言论已经构成了对他人人
格的侮辱、名誉的侵犯，突破了言论的
中性底线。二看发布网络言论的必要

性。一般来说，某方因纠纷而通过发布言
论引起公众关注的前提，应当是缺乏其他
救济途径而不得已为之的行为。本案中，
王某认为其与张某或公司存在劳动纠纷，
完全可以协商或调解，协商不成，也可以
提起仲裁或诉讼，由司法机关居中裁判获
得解决。王某未穷尽合法程序，反而是持
续发表不当言论，并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言论自由亦有其边界，任何人在享
有自由的同时，都应在伦理道德和法律
框架内行事。无论王某张某二人之间是
否存在争议，或存在怎样的争议，以及双
方之间到底谁处于弱势地位，都不是王
某可以肆意谩骂、侮辱张某的理由。王
某应当对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违法行为承
担相应的责任。

丁毅 江苏慎韬律师事务所主任

■ 点评

扣上了名誉权的“帽子”，员工还能

不能“吐槽”公司和老板？在合法合理的
前提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相对于公司
或相关负责人，员工属于弱势者，双方地
位极不平等。这就需要赋予公司或相关
负责人更多的义务，保持双方权利义务
的平衡。劳动者以提供劳动获取相应
报酬和待遇而安身立命。一旦因此而
发生纠纷或争议，劳动者必然遭受极大
的痛苦。由于缺乏举证能力，员工只能
基于自己相信的事实，对公司或相关负
责人在处理劳动关系和劳动报酬等方
面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合理言论，也只是
其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无奈之举，亦是
正常反应。除非公司或相关负责人能
够清楚明白地证明，该员工的言论存在
极大的恶意，并且给其带来的信任危机
确实已造成产品滞销、交易中断等财产
损害的后果，否则员工就可以拥有合理质
疑和批评的权利等事由，对相关名誉权
侵权的诉讼请求进行抗辩。

栏目主持 车玉

员工的“吐槽”权与老板的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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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话题

在新的历史起点，为了充分发挥党报在思想舆论工作中的主阵地、主渠
道、主力军作用，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本
报从今日起开设《文笔塔·观点》专版。本版将结合时政新闻、重大事件、社
会焦点，以及与常州经济社会生活相关的时事热点，发表各类评论和漫画作
品。《文笔塔·观点》将以理性和新锐的言论，引导读者打开新视界、研究新问
题，共同探寻新闻事件蕴涵的意味和意境。

此外，本版也将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优秀的评论和漫画作品。来稿请投
电子邮箱：czrbfkpl@126.com。

开版寄语

形式主义作为一种顽疾，始终是党
和人民斗争的对象。毛泽东同志深刻
指出，要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
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
威信。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那种只
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
定要转变过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
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也曾指出，“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
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
民的大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
抓，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入手，采取
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措施，实现了党
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然而，形式主义不是一下子能够彻
底反掉的，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特别
是岁末年终，正是形式主义泛滥的时
期，基层干部群众苦不堪言。

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形式主义却
屡禁不止？毛泽东同志1929年就指出，

“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
在新的形势下，形式主义又有其产生的
新土壤。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
强调，“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
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
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

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
问题”。随着追责制度的建立，我们的
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为了免责，用形式
主义来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会议开了、
文件发了、要求提了、现场去了、整改通
知下了，至于落实得怎么样，就不是我
的事了，再出问题也不是我的责任了。

在反对形式主义问题上，我们一些
部门和一些同志还存在较大的误区，认
为形式主义与己无关。一些人认为形
式主义都是上级逼的，会议都是上级要
求开的，文件都是上级要求发的，报表
都是上级要求填的，总结也是上级催着
要的；一些人认为形式主义都是制度逼
的，形式主义要做的任何事情，要么是
法律法规规定的，要么是规章制度里写
明的，要么是部门职责中明确的；甚至
一些人认为无害的形式主义也是要的，
无害的形式主义可以形成一定的氛围，
也是一种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方法。

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对形式主
义认识的误区告诉我们，反对形式主义
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聚焦突出问题，充
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性和变
异性，摸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不同时
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紧密
联系具体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

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
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抓出
习惯，抓出长效。”

同形式主义作斗争，首先要不做形式
主义的始作俑者。作为各种领导部门和
处于领导岗位的同志，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形式主义这个毒瘤的危害。刘少奇同志
1937年就说过：“它使我们机械地处理问
题，一切工作公式化、刻板化，使我们许多
同志毫无生机，不去思索问题、考虑问
题。这种由形而上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
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很大的。”习近
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始时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
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
效应”，敢于向自己宣战，敢于向自己开
刀，敢于打倒自己。要始终记住，解放了
别人就解放了自己，解放了大家就提高了
生产率。

同形式主义作斗争，不要做形式主义
的协同者。为形式主义出谋划策的是形
式主义的协同者，为形式主义唱赞歌的是
形式主义的协同者，为形式主义抓落实的
更是形式主义的协同者。毛泽东同志在

《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不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
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
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

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
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
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执行上级
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
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要对一切形式主义
的东西，敢于提意见，敢于反对，敢于拒绝
执行，让形式主义者成为孤家寡人。

同形式主义作斗争，不要甘愿做形式
主义的受害者。形式主义“生命力”之所
以这样顽强，形式主义之所以还有广泛
的市场，同形式主义没有遭到强有力的
斗争有一定的关系。形式主义利用了广
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信任，肆
意妄为、无所顾忌。而我们的群众委曲
求全、逆来顺受，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基
层干部和老百姓。我们要发扬新时代的
斗争精神，敢于对形式主义说不。我们
要善于利用参政议政、民主管理的权利，
通过合法渠道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
议，对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毫不留情地进
行批评和斗争，让形式主义成为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

毛泽东同志在1933年《必须注意经
济工作》一文中指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
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
一个同志喜欢它。”同样，形式主义这个极
坏的家伙也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我们也
要把它抛到粪缸里去。

朱海山

让形式主义无处藏身

12 月 22 日新华网《十万火急，打
通消防通道“救命路”》一石激起千层
浪，被众多大小媒体转载，可见击中了
大众的共同痛点。该文转载自法制日
报记者周宵鹏所写原刊于12月22日
法制日报的《消防通道被堵影响救援
律师：法律威慑力处罚力不够》。周宵
鹏写此文或是受了12月17日央视“新
闻1+1”《占用消防通道成“公害”，怎
么办？》的启发。

中央重量级媒体共同关注消防通
道被堵塞的问题，可见消防通道被堵
塞状况的严重性。12月2日晚，辽宁
沈阳一栋高层居民楼突发大火，火势
从 5 楼向上蔓延至 25 楼。火灾救援
中，消防人员却遇到三重障碍：第一支
消防中队赶到事发小区正门，消防通
道被石墩堵住；好不容易挪开石墩，门
前停放的车辆成为第二重障碍；当车
辆移开后，消防人员又发现消防门被
上锁。消防员火速清除这三重障碍，
经3小时扑救，全部熄灭明火，所幸无
人员伤亡。

并非每一次火情都会这么手下留
情。2015 年 1 月 2 日，黑龙江哈尔滨
一市场三层仓库起火，消防车抵达现
场时几个消防通道都被商铺堵住，导
致丧失最宝贵的救援时间。最终在火
灾扑救过程中，起火建筑多次坍塌，造
成5名消防员牺牲、14人受伤。难怪
网友愤慨评论，“堵塞消防通道等同于
谋杀”！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
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
通道被堵塞的情况；近10年我国发生
的群死群伤火灾中，约50%是因为消
防通道阻塞，致使火情不能在第一时
间得到控制，造成严重后果。这是极
其可怕的现状！

坊间有句俗语，救命如救火，比喻

救命像救火一样十万火急。这也正表
明，救火比救命更急。生命大于天，救
火天大事。设想沈阳那栋高层居民楼
火势从5楼向上蔓延至25楼，如果众
多居民被大火困住，这三重障碍将会
导致多少人失去生命？设想哈尔滨那
场仓库火灾，如果所有消防通道都畅
通无阻，让消防员赢得最佳灭火时机，
就能避免 5 名消防员牺牲宝贵的生
命。消防通道是逃生通道，更是救生
通道。堵塞消防通道，至少等同于助
火为虐。

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
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
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
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
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然而在沈阳此次火灾
中，堵塞通道的车主面对居民质问竟
然反问，“你楼上着火跟我有关系
吗？”

然而，现行法律的惩戒却显得那
么苍白无力。隐患极大的违法行为，
几百元的罚款、几天的治安拘留，难以
扭转“80%以上有消防通道被堵塞”的
危险局面。这必须加大处罚力度，直
至让违法者有刻骨铭心的痛楚，才会
对法律法规有望而生惧的敬畏，才会
对公共安全和大众生命有感同身受的
关心。另外，消防通道也需要统一规
定用红色或黄色进行“色戒”，明示警
示标语。同时，对于堵塞在消防通道
的车辆杂物，平时应赋权城管部门进
行清理没收；火情发生时，应赋权消防
车直接碾压过去而不担责，必须由物
主承担所有公私财物损失。因为保护
消防通道上的堵塞物，会损失火场更
多财产甚至生命；因为火情就是命令，
时间就是生命。

柏文学

谁来保证救生通道畅通无阻

日前，上海市教委公布了2018
年度上海市初中学业质量“绿色指
标”评价，结果显示：语数外三门学
科的课外补习，对学习提升的作用
分别只有：0.6%、2.0%、2.2%。

成绩的微升代表着学习能力的
提升吗？NO！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党总支书记、
副主任纪明泽分析说：“始终保持学生
高昂的学习自信心才是提高学业成绩
的快车道。”

放手吧，从培养孩子的学习自信
心和好习惯开始，然后静候花开。

周文杰 文/图

课外补习，再见了！

日前，南京大学试水向社会公
众开放图书馆，预计到今年年底，

江苏省将有超过20所高校的图书
馆参与此项共享行动，市民通过支
付宝即可领取借书卡，即可进校园
图书馆看书。未来，还将推出网上
下单、快递上门，让全国读者足不
出户就可以借到图书。你期待么？

常 言 道

由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批准，兰雄传媒有限公司与哈尔滨科学技术
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新媒体主播人才培训班开班式暨培训点揭牌仪式日前
在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举行。新媒体主播人才培训班被网友戏称为

“网红培训班”。像李子柒这样的网红是培训出来的吗？

教育部2015年新修订的《普通
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六章第三
十七条明确提出：“图书馆应在保
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
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
势，开展面向社会用户的服务。”
图书馆业界针对高校馆参与全民
阅读推广服务的机制及策略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以南京大学
为代表的江苏省高校图书馆主动
服务社会，展现了高校图书馆的职
责担当。

高校图书馆服务社会由来已
久，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从 2005
年开始，就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面
向社会开展了科技查新、文献检索
等信息咨询服务，每年为地方企事
业单位提供科技查新服务近 300
项。但是和大多数国内高校一样，
图书外借、阅览等传统服务一直以
来只面向校内读者，没有对广大市
民全面开放。南京大学等高校图
书馆试水向社会公众开放可以说
是倡导全民阅读的有益尝试，代表
着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的

服务趋势。我们认为在高校馆服
务公众的实践中，一方面要注重资
源服务的针对性，利用好高校馆的
特色资源，特别是专业类、学术类、
公共图书馆缺少的资源，为社会用
户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另一方面
要注重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借鉴公
共图书馆好的做法，有效运用微
信、支付宝等网络平台，推行信用
办卡、网上借阅、物流借还等服务手
段，简化借阅手续，吸引广大市民利
用高校图书馆。在服务公众的过程
中要有效化解满足本校师生需求与
服务社会用户之间的矛盾以及高校
图书馆工作人员缩编与服务对象激
增的矛盾，循序渐进地积累成功经
验，以点带面，辐射、引导更多高校
图书馆全面参与社会服务。

同时政府部门应积极参与，逐
步将高校图书馆服务社会公众的共
享行动构建成政府引领、高校图书
馆主导支撑的多元协同、开放融合、
共享共赢的全社会公益性系统工
程，形成可持续的长效服务机制，
最终使社会公众受益。 李德生

高校图书馆开放是趋势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
听起来似乎很美好，但实际执行中
却可能会存在悖论。恕笔者愚钝，
不明白所谓的“共赢”到底体现在
哪里，又该怎么体现？因为图书馆
的书籍资源和物理空间是有限的，
并不算是公共品，因此高校图书馆
的资源具有排他性和边际成本不为
零的重要特征。举个例子，图书馆
的书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想借，那
么同一时间借给了A就不可能再借
给 B，图书馆的座位空间也是有限
的，每增加一个人的使用都会减少
其他人的使用；对于网络资源，每天
学习的高峰期都会显示“并发用户
数已满”，只能错开时间段下载；对
于图书馆内的自习座位，常常“一位
难求”。在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本
校师生尚不能满足的情况下，骤然
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请问是达到了
共赢的目的还是激化了矛盾呢？

好的大学，没有“围墙”。的确
是这样，因为思想值得传播，在求知
的道路上不该设置门槛，社会营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国民素质的

提高，所以许多著名高校都在网络
上免费开设了公开课和提供专业期
刊的下载。但是线下的图书馆毕竟
和线上的学习资源不同，线上的学
习资源就是典型的公共品，学习的
人越多它的边际成本就越低，也越
有利于知识的传播。所以，高校开
放资源应该着力于数字资源的开
放，比如将某名师的讲课制作成视
频放在网络上供大家学习，提供往
期电子期刊的免费下载，错开时间
段开放校外端口供社会人士下载资
料等，而不是将有限的物理空间资
源无限制地对社会公众开放。从以
往的经验看，开放的结果往往背离
了初衷，比如建筑设计高端大气的
图书馆可能会成为网红打卡地，真
正来阅读和学习的人很少，这可能
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和安全，也加
大了学校的管理难度和运营成本。

南大是一流的学府，面对公众开
放校园资源体现了著名高校的责任和
担当。相信南大会给出具体的说明，
在保障校内师生的权益下，对社会公
众适度开放图书馆资源。龙城琪琪

高校应重点开放数字资源

关于南京大学试水向社会公众
开放图书馆，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
点是，高校图书馆不属于公共图书
馆，它不具备公共图书馆两个最本
质的特征——服务对象的公众性和
免费开放性。但国家支持学校图书
馆向社会公众开放（《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四十八条），也
是为了弥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的不足。我认为南大图书馆是周密
考虑后部署这个项目的，比如市民
通过支付宝即可领取借书卡，这就
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相比之下，我
市的常州工学院图书馆作为新北区
图书馆虽然向校外市民开放，但由
于地处偏僻，办证要收押金（300
元/证）、10 个工作日后到馆领取、

寒暑假期间不接受办证申请等诸多
限制导致办卡的市民寥寥无几。

除了考虑借书卡外，高校图书
馆还要考虑服务资源、服务空间、服
务时间、服务人力、安全管理等诸多
问题。比如，现在高校馆普遍数字
资源的购买大于纸质书的购买，是
否能为市民提供数字资源服务？高
校馆阅览自习座位普遍是一座难
求，开放后如何对市民作出限制，优
先保证师生的需求？如何应对社会
公众在周末、节假日、寒暑假对图书
馆服务的需求？所以，我认为，高校
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是值得肯定
的，但每个高校馆应根据自身的实
际情况，综合考虑自身的服务能力，
量力而行。 陈萍

高校图书馆开放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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