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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缺乏育儿经验!是否应该接受培训" 家长

教育手段出现偏差!谁来负责监督纠正" 记者日前

从全国妇联举行的家庭教育立法课题研讨会上获

悉!有关方面正在推动家庭教育立法进程!相关立

法建议稿预计年内出台#!月 "日$新京报%报道&'

在一些人眼里，“法不入家门”，家长怎么教育
孩子，别人管不着。法律缺位，家庭教育生出种种乱
象。畸形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的身心健康、伦理、
行为习惯的养成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连基本
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南京饿死女童案”“贵州5
男孩取暖中毒致死案”等，一个又一个孩子用生命，
来述说家庭教育缺位的残忍后果。

虽然大部分孩子不会因为家庭教育的失败而
遭遇飞来横祸，但是，家庭教育决不是一件小事。家
庭教育欠账，不仅让孩子受伤，也让社会蒙受损失。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审判庭庭长游涛表
示，从案件来看，五成以上的“问题儿童”来自“问题
家庭”；而许多成年人的习惯性犯罪，也往往与早年
的家庭生活经历有关。
家庭教育立法，在执行上更为关键。应强调政

府的责任和义务，当家庭教育缺位时，政府能及时
接手，不让孩子成为问题家庭教育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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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辣评

前沿关注

生活杂谈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学校安排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必修课!并

将艾滋病检测纳入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体检范围'消息一出!即有网友表示!(这是

无视国家明文规定艾滋病自愿检测原则')也有网友发问!*如果检测出为感染者!如

何保证学生隐私"是否能保证其顺利入学呢")#!月#日$新京报%报道& 沈海涛 绘

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

强总理严词痛批*为官不为)+他说,*我在

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

-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

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

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

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月"#日$北

京青年报%报道&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俗语,*当官

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是古往

今来!有几个不作为的官员!会主动*回家

卖红薯)"一是他们不承认自己不作为!二

是难以发现他们不作为!三是没有具体的

法律和制度!来惩治他们不作为+

按照字面的解释!*不为)是与*有为)

相对的+ 一个人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

就担负了实施某种职务行为的特定法律

义务!应该履行责任和义务!就是*有为)/

该履行而不履行!就是*不为)+如果只享

受权力和待遇!不为老百姓办事!这样的

官员养之何用"

当官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出事)+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人们

的思维多样化!诉求也多样化+无论你上

什么项目!办什么事情!都可能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你照顾了这些人的利益!就会

损害那些人的利益+为此!有一些官场*聪

明人)!便总结出一条规律,*做事)就会*出

事)!*过硬)就得*过坎)+那些在官场中坐

得稳0升得快0走得远的人!往往不是*做事

最多)的人!而是*出事最少)的人'不做事!

就不会有失误!不会有风险!不会得罪人!

不会留下把柄'所以为了*不出事)!宁愿

*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

更难办的是!几乎所有*不作为)的官

员!都和*有作为)的官员混杂在一起'表

面看!你开会!他也开会/你讲话!他也讲

话/你说狠抓落实!他也说狠抓落实/你说

为民造福!他也说为民造福'而且不作为

者也不是一点事不干!而是有时*为)!有

时*不为)'

其一是上边说了就*为)!下边说了就

*不为)'同样一件事!基层群众反映几十

次!他也不解决!而领导打来一个电话!他

就马上行动'

其二是领导看到了就*为)!领导看不

到就*不为)'每次上级领导要来视察的时

候!也是他们最*有为)的时候'

其三是收费的事就*为)!免费的事就

*不为)'很多的服务!都与收费挂钩'不是

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

其四是有人请托就*为)!没人请托就

*不为)'很多的事情都有伸缩性'可以急

办!也可以缓办'熟了就急办!生了就缓

办/有关系就急办!没关系就缓办'

为官不为!也是一种腐败'对待为官不

为! 也应像对贪污受贿一样! 予以严厉惩

处' 首先要找出惩治不为的法律和制度依

据!然后建立一套反*不为)体系'把那些为

官不为者揭露出来!进行公开严肃的处理'

端午节!由 #$%%%多只小黄鸭集结而成*鸭梨)

正在上海展出!吸引市民纷纷拍照留念!但遗憾的

是!展出仅仅过去 "天!好好的小黄鸭就被游客拔

去了将近半数#!月 "日$解放日报%报道&'

关于哄抢的新闻，我们的思维基本已成定势，
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论———国人的素质太差了。
而且，许多人对此类新闻的敏感度不亚于看到“老
人跌倒不扶”之类的新闻，情绪激昂地进行“国民素
质低”“民族有劣根”之类的道德判断。

国民劣根性，像是一个集体负责的体制，骂出
去了，便与自己无关了。而且，批判民族劣根的人，
大多站在道德的高点上，自己安全上岸，却一下子
把周边其他人甩在了泥潭里。
所有的哄抢行为，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我想

提两个概念：一个是破窗效应，比如一个房子如果
窗户被打破，没人去修补，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被
打破；另一个是广场效应，是指在公开场合，人们往
往会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的言行，这种心理
多数时候使群众的群体道德水平比个人道德低下。
我们要做的，是防止破窗效应和广场效应的发

酵，而不是一味的斥责全体国人没素质。“道德帝”
谁都可以当，但真正能完成救赎的，不是道德上互
相指责，而是相关监管的到位和制度漏洞的弥补。
比如，面对“老人无人敢扶”难题，像深圳那样出台
“好心人免责”的法律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市长说!地下铺了管网!把几百亿埋

在地下!老百姓也看不见!我怎么能干这个

事儿呢1)在一个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调

研时!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

听到这样的声音'骆建华认为!工业污染治

理之所以见效不明显! 是因为投入不足的

问题一直存在' 污染治理最重要的指标是

投入!投入不到位!治理就跟不上#据!月&

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人们常说，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害死
人。这位市长的直言，无疑是个例证。其实，
与其说“把几百亿埋在地下，老百姓也看不
见”，不如直白地说，“把几百亿埋在地下，
领导也看不见，我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

一个真正发达先进的城市，光有光鲜
的“上半身”，是不够的，这不仅体现在污
染治理领域。治污永清投资集团董事长、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刘正军介绍说，
我国过去10年的环保投入大致在3～3.5
万亿元之间，而对照国外的治理经验，要

实现治理目标，环保方面投资至少需提高
到每年GDP的3%以上，即按2013年GDP
约56万亿元计算，年投入约1.68万亿元。
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投资可谓捉襟见肘。

管理、治理城市，把大量资金花在光鲜
的“上半身”而罔顾了“下半身”，恐怕是很多
执政者的共性思维，这在城市排水防涝设施
建设上，是有着血的教训的。前不久，我国南
方多地遭遇暴雨袭击。广东省大范围持续暴
雨，深圳遭遇近年来最严重暴雨，严重内涝
使城市变成“水城”，广深线动车全部停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夏日里到城市

去“看海”，成为N多城市一道悲催的“风
景”。说到底，也是因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
都隐藏在城市的“下半身”，领导平时是看
不见的，所以，能将就着用就将就了，能偷
工减料就偷工减料了。可一旦天灾降临，所
有的光鲜都被风吹雨打露出真相了。
无论是污染治理还是排水防涝，显然

要看一个城市的“下半身”功夫。所以，一个

城市，不管“上半身”如何华丽堂皇，那也是
无济于事的，正所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
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能看出真
面目来”，可真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悔之
晚矣！天灾人祸，真相毕露。
一些官员不愿给城市的“下半身”投入

资金，从中可见当下官员考核体系是多少
浮躁、飘忽。因为上级的考核过多地聚焦在
城市“上半身”的光鲜和繁荣，故而，在考核
指挥棒下，官员难免就会投其所好，只注重
表面文章，而使城市的“里子”千疮百孔，甚
至不堪一击。
所以，如果不彻底改变考核机制，还是

把考量的眼光都放在光鲜的“上半身”上，
那么，很多地方的污染治理、排水防涝等，
都会脱节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助长
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泛滥，更会给民众
的生命和健康带来无可挽救的伤害，就犹
如黑色GDP的毒害，等真正悔悟那天，已
经覆水难收了！

每年有几千万元的经费预算!组织的活动却不

多/支出项目需经层层审批!总额与明细却不对外

公布'近日!有深圳市民对当地某残疾人服务中心

经费使用情况提出质疑!引起社会热议'深圳残联

理事长祖玉琴回应称!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不是三公

经费!没有公开的规定和要求!而且敏感#!月"日

$人民日报%报道&'

每年几千万元只是深圳市某残疾人服务中心
的经费预算，就整个深圳市而言，每年征收的残保
金多达数亿元，2005年至今累计征收近50亿元，却
从未公开过资金的支出情况。这么多公共资金完全
处于封闭运行状态，无疑是诡异的，也是可怕的。说
轻一点，这是对民众知情权的漠视和侵犯；说重一
点，这难免导致各种暗箱操作和贪污腐败。
残保金不是三公经费，但难道只有三公经费才

需要公开吗？当然不是。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残保金的收支情况应当向社会公
开，接受公众监督，何谈“没有公开的规定和要求”？
残疾人就业保障是一项公益事业，而公益是一种阳
光下的事业，何来“敏感”之说？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

规，应当公开的信息而拒不公开，就是一种违法行
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已实施6年，但在实
践中，信息公开仍频频遭遇“肠梗阻”，一些部门以
各种理由设置障碍，逃避公众监督。这样的例子不
胜枚举，但这些部门明明违法了，却从没听说有人
承担违法责任。违法不究，正是有法不依的重要原
因；而违法必究，无疑是破除信息公开“肠梗阻”、保
证民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手段。

马上就要高考了!很多考生和家长!

都在为报什么大学和什么专业而纠结'

为此!$燕赵都市报% 针对大学毕业生就

业难做了一份专题调查! 对 #&%名今年

的应届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月 "%日

$燕赵都市报%报道&'

调查结果显示!'#!的被调查者!都

把就业难的原因!归罪于就读的学校,或

者怪所学的专业*坑人)!或者怪学校的

名气*不大)!或者怪教学的质量*太低)'

眼看就要毕业了! 工作却一点着落都没

有' 考公务员考不上!托关系托不到!在

网络和招聘会上投简历! 又往往泥牛入

海无消息' 每一次碰壁!都是一种痛苦/

每一天等待!都是一分压力'

焦虑之下!便有一些毕业生!把自己

眼中的*坑人专业)列到网上!并告诫学

生们!不要报考这些专业' 比如在*甘肃

政法学院吧)上!所列的*十大坑人专业)

是,#(市场营销/&(法学/"(汉语言文学/)(

新闻学/$(国际政治与外交/!(生物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物理学/#%(

食品科学'

乍一看! 其中很多的专业都是不错

的!甚至是热门的' 怎么突然之间!就被

列入了*坑人)行列" 比如新闻学!要说

*坑人)!可能就*坑)在过剩上' 资料显

示!#++)年! 全国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

布点只有 !! 个' 到 &%#" 年! 增加到

#%*%个' 供应的无限与需求的有限!形

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这种结果!也暴露了大学的功利化'

一看什么专业毕业生走俏! 很多大学便

争相设置什么专业! 所以有人说这样的

大学!是*坑人专业)的*挖坑人)'

再想想我们自己! 可能也有趋热避

冷的毛病' 什么东西卖得快! 就去买什

么/什么生意最赚钱!就去卖什么/什么

玩意儿最流行!就去玩什么/什么专业最

吃香! 就去报什么' 但社会上的很多事

情!都是有阶段性和周期性的'最容易得

到的! 也是最容易失去的/ 最容易走的

路!走的人也最多'

还有一些失落!是因为期望值太高'

比如!有些人以为学了市场营销!就可以

坐在办公室里制订营销方案'其实!无论

什么工作!都需要实战磨练'如果你不能

靠智商在考场上制胜! 就只能靠工作在

实践中赢人'

专业可能*坑人)!但最容易被*坑)

的!往往是目光短浅和学艺不精的人'更

重要的!是承认现实和改变现实'既然与

这个专业结缘!就要在寻找中思考!在选

择中比较!在失落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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