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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特供专供广告
彻底断供

唐卫毅
工商总局等十部门近日印发
《严肃查处虚假违法广告维护良好
广告市场秩序工作方案》，指出，要
切实加强广告导向监管，继续严肃
查处含有
“特供”
“专供”国家机关内
容广告，严厉打击发布虚假违法广
告行为。
（中新网）
希望通过这次对违法违规广告
的清理整治，从制度上、监督上完善
相关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媒体发
布广告的监督，落实“违者必究”的
要求，力求让那些打着“特供”
“专
供”旗号的广告彻底“断供”。同时，
有关部门要强化广告市场的日常监
管，做到对违法违规广告，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在家上学
不合法也不靠谱
张国栋
针对近年来兴起的“在家上学”
现象，9月 5日，在教育部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长吕玉刚进行了回应。他表示，适
龄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既是权
利也是义务，具有强制性。如果家
长不送孩子到学校去上学，这是和
义务教育法相抵触的。
我们国家规定，义务教育是国
家统一实施的、适龄儿童少年都必
须接受的教育。不管家长出于怎样
的考虑，不送孩子到学校去上学，反
而热衷搞“在家上学”，本身就不合
法，起码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
因此，按照今年 7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
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
知》，对于“在家上学”的，首先要做
好劝返工作，第二步要责令改正，第
三步是依法处置。
其实，
“ 在家上学”既不合法也
不靠谱。道理在于，现在学校里的
教育是按照当前社会需要设计出来
的，科学合理。如果背离学校的教
育去单纯追求在家教育的话，与社
会大环境不吻合，而且现在提倡全
面发展，单纯进行一种学科的教育
会有些狭隘。
之前在新闻上大放异彩的在家
教育的成功案例实际需要很多条
件，比如说家庭条件、孩子天赋等。
同时，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建立，与
教育的专业化分不开。教书育人不
是人人都能够胜任的工作，做教师
需要经过培训和特定资格的认证，
更需要长期教学经验的积累。
说到底，
“ 在家上学”再有诱惑
力，也很难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
准要求，开齐开足开好相关课程，很
难保障对我们的适龄儿童少年完成
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这对孩子一
生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既然如此，
家长对此就该秉持应有的警惕和理
性而不可盲目“热衷”。当然，作为
一种补充，业余时间搞一些“在家上
学”，倒也无妨，但不能替代我们正
规的学校教育。否则，不仅违法，事
实上也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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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孕妇跳楼事件”
看一个令人痛心的两难困境
罗志华
8月 3
1日，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
德院区，一名待产孕妇从楼上坠亡。原
因是产妇由于疼痛想剖腹产，但家属坚
持顺产，并在《产妇住院知情同意书》上
签字确认顺产要求。最终产妇因难忍
疼痛而跳楼。
（9月 5日《华商报》
）
尽管事件的真相尚不十分明朗，但
就当前已知的信息来看，也许有人会认
为，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明摆着这
位孕妇需要尽快实施剖宫产，医生没必
要浪费太多时间，但医生仍坚持只有在
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实施手术，这样做是
否过于教条了点？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在生命面前，似乎规则也应该让路。
但这样想就错了。生命固然重要，
但关键医疗规则也决不能打破，否则，
患者的安全将更加没有保障。试想，如
果“手术需经家属签字同意”这个规则
可以打破，几名医生就可自行决定给患
者做手术，若如此，拿什么来阻止医生
通过乱做手术来赚钱？此外，假如医生
根据病情需要，在家属没有签字的情况
下实施手术，一旦出事，法律不会因为
医生出于善心而免于追责，如果家属维
权，医生难逃违规操作的责任，若如此，
谁来保护医生？
在这方面，医疗系统并不缺乏深刻

的教训。仅举一例说明：2
0
0
7年 1
1月，
一名病情危重的孕妇住进了北京某医
院，医生欲为她行剖宫产，但其丈夫拒
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最后导致孕妇
死亡。这起事件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
巨大的反响，医患双方因此打起了官
司，最终法院判决，医院无需为孕妇的
死亡担责。假如医院在其丈夫拒绝签
字后仍实施手术，这起案件会有截然不
同的判决结果。
可见，这起跳楼事件触及一个难以
化解的医疗难题，当病情需要迅速实施
手术、偏偏患者家属不同意手术时，究
竟该听谁的呢？一方面，法律赋予了患
者及家属知情选择权，另一方面，家属
的选择也许并不正确，甚至可能危及患
者的生命，面对这种情况，医生往往会
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里，笔者倒有一个提醒：有些时
候，这种现象仍是医患沟通不足所致。
当手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时，患者家属
仍不同意手术，要么是因为他们对病情
的认识不足，要么是另有隐情，比如无
力支付费用、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矛盾
等，假如医生在详解疾病的同时，也能
找到并排除导致家属不同意手术的其
他一些原因，这种现象或可大幅减少。

漫说

严厉打击
潜藏境外，假冒“公检法机关”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精心编写诈骗
“剧本”，层层分工公司化运作，每天
拨打电话近千个……在公安部部署
指挥下，湖北公安机关成功打掉 4个
在马来西亚以假冒“公检法”、假冒
电子商务平台客服等手段实施诈骗

的团伙，从境外抓获 7
4名犯罪嫌疑
人，
涉案金额 7
0
0
0余万元。
该跨国系列电信诈骗案的成功侦
破，
实现了自2
0
1
5年以来中西部省份跨
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
“零突破”
。
近期湖北公安机关基本侦结此案。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一事一议

补齐虚拟财产公证
的短板
江德斌

几年前，上海市民赵小姐用其
母亲名义申请注册了一家淘宝店，
但是去年赵小姐的母亲不幸去世，
赵小姐想要将这家店过户给父亲，
却遇到了难题。由于赵小姐本人和
父亲都有继承权，根据淘宝要求，必
须由一方出示放弃继承的声明书才
可完成过户流程，但是在申请公证
处公证的过程中，多家公证处均以
“淘宝店铺为虚拟财产”为理由，拒
绝出具公证书。
（
《新闻晨报》
）
网络已经普及，民众拥有的虚
拟财产也在持续增长，政府应加快
立法步伐，尽快制定相关法律细则，
统一虚拟财产的定义和公证标准。

快评

创业
“神童”
能贡献什么

近日，一段采访视频在网络流
传。画面中，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
称，
“ 一些三四十岁的老一辈企业
家，他们就没办法了解互联网。”这
名少年叫李昕泽，今年 1
7岁。两年
前，他与朋友合伙创办一家网络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担 任 CEO。 0
0后
CEO的标签，加上“扎心”的言论，
将李昕泽推上风口浪尖。
《新京报》评论：资本从不告诉
你失败的可能，资本也从不理睬失
败者，制造神话是他们的权利来源，
而选择相信神话，则是你失败的第
一步。没人告诉这些 9
0后、0
0后的
是，这一轮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在这
1
0年间可能已消失殆尽。比尔 盖
茨的故事尽管传奇，但那属于上一
个时代的产物。想靠年轻为资本创
业，你首先得领先时代一步，而如今
的0
0后们所谓的互联网文化，已经
是4
0岁的中年人创造出的虚拟世
界了。在 2
0年的穷追猛赶之后，年
轻人那点可怜的技术亲近福利早已
消失了。今天的移动互联网已经成
为基础设施，想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和父辈们竞争，一些年轻人显然看
错了时代。所以，不是 0
0后 CEO
太领先，而是实在太落伍：他们还活
在2
0年前的古老创业神话里，然而
这个世界早已变了。中国的互联网
创业已经脱离了狂热，从去年开始，
商业开始回归到它的本质：经验和
专业，远比年龄重要。从庸俗的进
化论看，世界当然是年轻人的，不过
是在 2
0年后。可以肯定的是，在资
本鼓吹和青春期的虚荣张狂之中膨
胀起来的一些年轻 CEO，除了最后
成为民生新闻的边角料，几乎什么
也贡献不了。

微观点
太过于迷恋“明星中心制”，轻视作
品的内容、剪辑、视觉、音效等，所以经
常出一些“不讲科学”的作品，令人贻笑
大方。
——最近，四部委印发通知，明确
提出“严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议价
标准”。
《南方日报》称，影视剧制作分配

机制不能头重脚轻。
最酷炫的手机会有，最新款的电脑
也会有，把握好一生最宝贵的大学时
光，这才是最重要的。
——进入 9月，又到了各大高校的
开学季。
《广州日报》称，大学新生最该
带上的是“不负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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