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青评论

胡欣红
1 月 23 日，杭州某城区六年级语文期
末考试，
作文要求写
“规则”
。而此前一天，
另一城区五年级期末作文题目，
是如何看
待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
。对小学生
来说，
这两个题目都挺难。于是，
不少家长
表现得比孩子还着急，
难不成现在小学生
就要求写议论文了？
《最 难 忘 的 一 天》
《我 爱 ××》
《我
的××》……在很多过来人的印象中，小
学生作文大多数是上述款式，
真的没想到
现在竟然会出现评述
“公交车坠江事件”
之
类的时事议论式作文题。
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学生作文题，
获得
了如潮好评，
但也不乏有人质疑其是否超
纲。通常情况下，
小学阶段的作文并没有
议论文概念，
孩子们大抵写写身边的人和
事，
初中生才要求写议论文。
据命题的资深老师解释，
这次作文题
虽然突破了常规，
但没有超纲，
课文教材里
有这样的范例，
比如父母的做法，
你赞成哪
一种；
生活当中哪些事情给了你什么启示，
都需要学生去辩证地思考问题，
提出自己
的观点，
所以设计了这样一道题目。
从命题的专业角度审视，
这种话题性
质的作文题，
每个学生都有话可说。学生
可以写现实中的事，
也可以写想象的事，
并
不是一定要求写成议论文。但无论怎样
写，
思辨能力与关注现实都是关键所系。
或许有人会担心小学生的思维偏于
感性化，
缺乏思辨能力。其实不然。周国
平先生在《宝贝、宝贝》一书里写道，女儿
啾啾三岁半起，就会和父母谈论死亡，开
始思考人为什么会老死：
“为什么小宝宝
长大了，妈妈就会变老？”因为不想长大，
啾啾还会思考另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
什
么是时间？她问妈妈：
“为什么时间会过
去？假如时间不会过去该多好，
我就不会
长大了。
”
思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只不
过不同阶段思考的方式和内容有所不同而
已。3 岁半的娃娃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思考
生死问题，
五六年级的孩子怎会没有自己
的想法和观点？很多时候，
孩子缺的不是
思想，
而是没有被发掘和点燃。时事议论
式作文题，
无疑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
索尝试。
现在的孩子写作文容易套题，
假话、
套
话多，
甚至出现靠几篇范文
“套”
遍天下的
尴尬情形。天下文章一大
“套”
固然被诟病
已久，但如何破解一直以来却乏善可陈。
而习惯了
“假大空”
套路作文的孩子，
遇到
时事议论式的作文题就傻眼了。要想写好
这样的题目，
平时就要多关心时事，
善于思
考，
绝不能闭门造车，
一心只读
“圣贤书”
。
正因如此，
很多一线语文老师认为题
目出得不错，
既能训练孩子的思辨能力，
又
减少了套路作文的生存空间，
符合语文教
改趋势。但家长的反应却明显分成了相互
对立的两派：
一些常和孩子交流时事的家
长觉得占了
“便宜”
；
另一些家长却着急了，
甚至有人直接开怼：
“平时孩子连看电视、
听广播的时间都没有，
考试却又偏时事，
还
让不让人活了？
”
从某种程度上讲，
时事议论式作文题
其实就是在考家长。如果家长平时就注意
引导孩子关注家国天下，
自然举双手欢迎；
反之，
一味盯紧升学，
要求孩子考什么学什
么的家长，
面对这样的试题当然会焦虑不
已。究竟是放眼长远还是盯住现在？学习
什么样的东西才是
“有用”
的？看似不起眼
的作文试题，
值得引发家长们深思。

退还红包也是
一种“自我保护”
程绍德
贵报昨日评论《医生收“红包”转存：
情法之间贵在平衡》读罢，深有同感。最
近几年，有关医务人员遭到患者及亲友
暴力殴打、威胁、辱骂的事件在全国各地
时有上演。为了保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
全，有医院曾给每个工作人员发了钢盔，
更有甚者，还将公安教官和跆拳道高手
“请”
进了医院，
教授医生如何习武防卫。
医务人员频遭暴力侵扰，固然有患
者及亲友修养较差的因素，但更深层的
原因还在于眼下医患关系紧张。时下，
以药养医制度导致患者“看病贵、看病
难”，而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很多医生
还存在收红包、开高价药等行为，使得医
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很显然，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还
需要从医改入手，彻底解决好医患关系
紧张的问题。于医务人员而言，能做到
廉洁行医，拒绝开单提成、违规收费、参
与推销活动、收受患者红包等，就是改善
医患关系的实际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一种
“自我保护”
。

实现刑辩全覆盖是司法改革重大命题
今日社评

小学期末考
“时事议论”题
也是在考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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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以来，按
照《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
法》，北京、上海等 8 个省、
市积极探索开展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
取得了良好成效。为推动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试点工作深入开展，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
际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日前联合下
发通知，
决定将试点期限延长，
工作范围将
扩大到全国。
（相关报道见A3版）
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辩护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每
个人在面临指控时，都有权从事实、证据、
程序、
法律、
定刑等方面进行申辩、
反驳、
反
证。赋予被追诉者辩护权，不仅有利于维
护他们的个体权益，还有利于使案件得到
公正处理，
避免冤假错案，
更能够让刑事追
诉结果更加具备公信力，让正义以看得到
的方式实现。
辩护权实现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
治水平、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相对普遍
不具备法律知识与专业素养的被告人而
言，律师提供的辩护显然更为专业、有

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
在面临指控时，都有权从事实、证据、程序、法律、定刑等方面
进行申辩、反驳、反证。赋予被追诉者辩护权，有利于维护他
们的个体权益，
有利于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让刑事追诉结果
更加具备公信力，
让正义以看得到的方式实现。
效。可以说，衡量辩护权实现程度的直观
尺度，则是刑事律师辩护率以及国家为提
高辩护率提供法律援助所占财政投入比
例。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辩护率仅在百分
之二十五左右，处于较低水平；我国法律
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在 0.0011%-0.0022%
之间，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一般是
我国的数十倍。
针对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两项重大改革举措。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
度的建立，有赖于构造符合诉讼规律的控
辩审关系，
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
使辩方
能与控方拥有同等的对抗能力。而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若是没有专业律师参与，既可

能使本应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因不信任公权
力机关而拒绝认罪，也可能使本无罪的被
告人因不懂法而仓促认罪。没有律师充分
参与辩护，党提出的两项改革显然都难以
取得成功。
稳步提升提高辩护率，让律师充分参
与辩护，不仅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更是
司法文明、国家法治的方向，是司法改革
绕不开的命题。2017 年 10 月，最高人民
法院与司法部在北京、上海等 8 个省、市
开展刑事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全面
为刑事案件中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被告
人指定辩护，不再限于被告人为盲聋哑
人、未成年人以及可能判无期、死刑等法
定必须指定情形。
一年多的试点工作取得了诸多成

做好事拍照留存值得肯定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
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 名大学
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
争议。有网友为 5 名学生的行为点赞，
认为这样挺好的，既保护了自己，又做了
好事。也有网友认为，做点好事都需要
留证据，未免太矫情。被救男子的妻子
认为，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再去救别人，
完全可以理解。
（1 月 22 日《长江日报》）
5 名大学生扶起倒地男子的行为，无
疑是乐于助人、见义勇为之举，值得鼓励
点赞。这一点应当没有争议，争议在于
救人的同时应不应该拍照取证。
首先要说明的是，见义勇为者并没
有“自证清白”的法律义务。
“ 谁主张谁
举证”是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不

排除社会上确实有一些故意倒地等待
碰瓷、讹诈等恶劣现象，但碰瓷、讹诈者
如果想指控好心救助者对其实施了侵
权 侵 害 行 为 ，而 救 助 者 对 此 又 不 认 可
的，应当由指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
对方的确有侵权伤害行为。比如将其
撞倒致伤，不应由被指控的对方承担举
证责任，不能给被指控者增加自证清白
的责任。法律上之所以如此明确规定，
其实有着深刻的法理依据：没有发生的
事或行为，无需去证明，通常也无法证
明，法律不应强人所难。
因 而 ，既 要 行 善 ，又 要 自 保 以 免 被
讹，拍照取证并非有评论者所说的“必要
条件”，只能说拍照取证是一个自保的预
防措施，可以起到警醒碰瓷、讹诈者的作

效。一方面，试点地区的刑事辩护率与辩
护量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各地试点工
作形成了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普适性的工
作机制，如浙江杭州针对律师资源地区间
的不平衡，建立了便捷、高效的异地协助
机制。
对于下一步的刑辩全覆盖工作，最高
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给出了路线蓝图：要求
第一批试点省市，
总结前期试点经验，
将试
点范围扩大到整个辖区；实现公检法机关
和法律援助机构、律师管理部门之间信息
系统对接，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坚持高标
准、
严要求，
确保试出经验，
试出效果，
在全
国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其他省市要借鉴前
期试点省市的有益做法，
以点带面、
分步实
施，
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这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每一件
刑事案件都将有律师辩护和提供法律帮
助。当然，实现刑辩全覆盖不仅在于刑事
辩护率、
辩护量在量上的提升，
更有必要实
现律师辩护质的飞跃。各地有必要针对指
定辩护、
法律援助建立起更为严格的监督、
考核机制，确保律师辩护不流于形式。让
刑辩全覆盖不仅有形式，更有实质、实效，
“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才能走向
现实，
法治国家才能建成。

符向军

用；一旦真有碰瓷、讹诈事项发生，也可
以免却许多口舌，不至于“百口莫辩”，也
不至于会陷入舆论谴责的烦恼。
此外，做好事的同时拍照取证留存，
也可以作为日后申报认定见义勇为先进
事迹的证据，并获得相关部门的表彰和奖
励。这对好心救助他人者而言，是一种莫
大的肯定、鼓励和抚慰，也有助于广泛弘
扬社会正能量，是多赢之举。我们要学雷
锋，但也无需苛求乐于助人者都是做好事
不留名的“无名英雄”，对待好人好事不应
有道德洁癖，诚如被救者妻子表示的“自
保前提下去救别人，
可以理解”
。
就此而言，大学生拍照取证后再救
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也值得肯定，虽
然没有必要去效仿，但也完全无可厚非。

大学生拍照取证后再救人之举，反
映了社会诚信缺失下的某种道德焦虑
症，这与近年来不时见诸媒体的“救人反
被讹”现象有关，但也不排除很多时候舆
论有过度渲染之嫌。事实上，社会上善
良者还是要占大多数，法律上好心救人
者并无需“自证清白”，民法总则“自愿紧
急救助人不承担损害民事责任”
“ 受益人
支付费用、适当补偿”等相关“好人条款”
确立了法律鼓励保护机制，都给见义勇
为者吃了“定心丸”。
舆论要多从正面引导，宣传法律，并
多报道宣传乐于助人、见义勇为、助人脱
困受到好评的温馨感人事迹，弘扬社会
正能量，让乐于助人的传统社会美德不
断发扬光大。

“结果公正”
是搜索引擎的生命线
一篇题为《搜索引擎百度已死》的文
章 1 月 22 日刷屏。文章提及，百度作为
搜索引擎将大量结果指向百度自家产品
百家号，然而百家号本身充斥着大量低
质甚至误导性内容，这使得搜索质量效
率都大幅下降。23 日，百度对此回应称：
“目前百度搜索结果中，百家号内容全站
占比小于 10%。”
（相关报道见 A8 版）
百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
擎，自然是很多人依赖的搜索工具。但
近年来尤其是去年来，人们发现在百度
上搜索一些关键词，率先进入眼帘的内
容几乎都来自“百家号”，不断点击“下一
页”才能看到其他网站的信息，这种搜索
体验让人感觉不如以前。
虽然百家号上的内容，有的来自传
统媒体，有的来自自媒体，其中不乏好新
闻、好文章，但也充斥着不少低质内容。
这是否意味着“百度已死”？当然不是，
因为百家号上的内容并非全都是垃圾，
而且也能搜索到其他网站内容。但“百
度已死论”也给百度发出了警示。
尽管百度回应称“百家号内容全站
占比小于 10%”，但由于靠前的搜索结果
几乎都是“百家号”的内容，这给人的感
觉不太好，即百度过度推销自己的“号”，

既影响公众搜索效率，也影响搜索结果，
这种结果欠公正。
百度极力推荐“百家号”，可能有经
营策略上的考量，比如出于市场竞争需
要。但对于经常使用百度的网友而言，
则希望百度搜索回归到公正的立场，提
供自然的搜索结果。百度可以推荐“百
家号”内容，但该内容应该是自然搜索结
果而不是人为控制的结果。

之前，有人认为百度等搜索引擎应
该是准公共产品，这话有一定道理：一
来，越来越多的人生活与工作依赖于搜
索 引 擎 ，这 缘 于 搜 索 引 擎 服 务 越 来 越
全。二来，搜索结果不仅关乎搜索者利
益，也关乎被搜索者利益。三来，搜索引
擎免费为网友提供服务。
既然搜索引擎有准公共服务属性，
提供的搜索结果应该是客观、公正的。

冷场的达沃斯与不在场的美英法
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 1 月 22 日至 25
日举行。这个因为瑞士小镇达沃斯而驰
名的全球经济论坛，前所未有地冷场，因
为美、英、法三国领导人都缺席了这场年
度论坛。
虽然论坛汇聚各方嘉宾共同出席
400 余场工作研讨会，其中包括 100 多国
政府和 1000 多家企业的最高领导层，而
且今年的论坛主题也颇能把准全球经
济的脉搏——“全球化 4.0：打造第四次
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但是，少
了西方三大国领导人，论坛“成色”显然
不足，冷场的达沃斯也释放出意味深长
的意境。
论坛少了西方三大国，并非三大国领
导人不愿参加论坛，而是糟糕的内政和各
种麻烦，让他们没有心情来到论坛。特朗
普总统非常希望在全球政商要人面前夸
耀他的政绩，去年他已经在联合国大会的
讲台上夸耀一番了——虽然引来了一片
讪笑。客观而言，目前美国的经济虽有下
滑之势，美国股市也动荡不安，但过去一
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当然，因
为美联储加息，引发美国股市动荡，而且

导致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龃
龉。正因为如此，恰恰说明特朗普需要维
持更为稳健和长久的经济向好局面，担忧
美联储加息坏了现在的好局面。
然而，特朗普还是因为边境墙 57 亿
美元的建墙费，和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杠
上了。因为府院冲突，美联邦政府部分停
摆，而且府院双方互不让步，本次政府停
摆已经创了最长纪录。按照每日 2 亿美
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政府停摆带来的损失
已经超过建墙费用。因此，特朗普无法参
加达沃斯论坛，他甚至发出了民主党比中
国更难对付的愤怒。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总统一直都是
全球化的反对者，而且在去年的达沃斯论
坛上发表了他的单边主义宣言。特朗普
要把“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
主义进行到底。他来到达沃斯去谈全球
化，也充满讽刺意味。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遇到的麻烦不
比特朗普少。千辛万苦和欧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被下院高票否决。随着 3 月 29
日脱欧大限的临近，特雷莎·梅只能在英
国处理脱欧事宜。不过，脱欧这件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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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硬脱欧”，从而
引发英国、全欧和全球的市场动荡。为
了英国顺利脱欧，特雷莎·梅自然也没
有心情去谈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
球化 4.0”。
英国脱欧，也和全球化不合辙。2016
年英国莽撞脱欧，其实也是为了所谓“英
国优先”。现在，英国社会各界在脱欧问
题上产生了矛盾，也是为了“英国优先”。
作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虽然没有撒切
尔夫人的“铁娘子”风采，但在脱欧立场上
确实强势得很。毕竟，她接盘的就是卡梅
伦留下的脱欧公投的烂摊子，其政治使命
就是为了脱欧。因此，为了顺利脱欧，特
雷莎·梅无可选择，更无退路，只能死扛
到底。因此，达沃斯论坛的“清谈”和梅首
相的心境是严重不兼容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倒是欧盟的维护者，
也是全球化的高扬者，从其和特朗普的多
轮口水战即可看出法兰西人不惧美国的
个性。然而，马克龙的内忧却是不少，他
的燃油税改革引发了整个法国的“黄马甲
运动”，整个巴黎变成了混乱场，并且蔓延
至欧盟其他国家。骄傲的马克龙虽然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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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最初搜索引擎提供的搜索结果，
绝大部分网友是满意的，否则也不会使
用搜索引擎。但后来，搜索结果越来越
商业化，如竞价排名影响搜索结果，其公
正程度处于不断下滑态势。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
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第十条规
定：
“ 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当提
供客观、公正、权威的搜索结果。”但无论
是 百 度 竞 价 排 名 还 是 极 力 推 荐“ 百 家
号”，都难言客观公正，如“百家号”某些
内容未必好于其他网站。
搜索结果客观公正，是所有搜索引
擎的生命线。如果谁丧失了客观公正，
显然网友们会用脚投票；如果丧失公正
的同时还违反法律法规，有可能要付出
违法代价。因为搜索引擎不是单纯的商
业产品，而是互联网时代具有一定公共
服务属性的产品。
当然，需要反思的不仅是百度，还有
其他搜索引擎以及其他带有检索功能的
网站。特别是商业化搜索网站，更要反
思自己的搜索结果是否客观公正。只有
把搜索结果公正视为生命线，才有更多
网友愿意使用，因为人们都希望看到全
面、公正的搜索结果。
漫画/陈彬

张敬伟
时屈服，但是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又持续
在街头行动。在此情势下，马克龙自然也
无法参加达沃斯论坛了。
美、英、法三国领导人缺席达沃斯论
坛，导致达沃斯有些冷场，这是事实。然
而，
这并不意味着达沃斯论坛不重要，
而是
三个西方大国因为自己的原因不得不缺
席。英国和美国都曾经是工业革命的主导
者，
法国也是主要参与者，
他们的领导人无
奈缺席以“全球化 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
命时代的全球结构”
为主题的达沃斯论坛，
折射了他们在“全球化 4.0”时代的影响力
势微，也凸显其无力继续主导新的工业革
命。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
华为设备的弃用看，西方国家已经从高科
技的引领者变成了掣肘者和破坏者。
看似冷场的达沃斯论坛，其实折射了
美、英、法三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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