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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律师被打”
更可怕的是
“律师该打”

就事论事

用监管
“卡”住
克隆员工卡
斯涵涵

花几百元就能每月坐
200次地铁，在公交车上畅通
无阻？近日，网上出现不少
公交集团“内部员工卡”明码
标价售卖。记者调查发现，
该现象已形成成熟交易链，
制卡者和卖家线上交易，难
以追查，卖家和买家线下交
易，号称可提供现场验票服
务，甚至还有卖家公然招揽
下级代理。所谓内部卡实为
“克隆卡”，卖家声称可使用
三年，但有人使用不足两月
后就被封号。
（
《北京晨报》
）
买卖“克隆员工卡”，逾
越了法规和诚信的界限，从
制假源头到使用末端都强化
监管，多管齐下，坚决杜绝公
交“员工卡”游离于法律和道
德的灰色地带。

晏一琳
1
2月 6日中午 1
1点多，两名北京律师
在湖北荆门市中级法院参加完一起征地
案件的庭审后，在回宾馆取行李准备离开
时，被 2
0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围殴，有人甚
至叫嚣要“活埋”当事律师。(
1
2月 9日央
视网)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律师被打事
件了。今年 3月，来自上海的王律师代理
的一起案件在北京市某法院公开审理，可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休庭后，
刚走出法院门
口，
就被打了。事件发生后，
网络上的言论
也值得玩味，
有的网友说
“为坏人辩护，
就该
打，
往死里打！
”
在笔者看来，
比
“律师被打”
更可怕的是
“律师该打”的舆论基础。
所谓律师，是指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
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
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
师是一门职业，
且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职业，
不仅需要国家相关资格认可，
更需要律师本
人有较高的智商、
情商以及丰富的从业经验，
才能够胜任这一职业。而在西方发达国家，
律师与医生都是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可
是，
对于当下的国人来讲，
由于法治化水平不
高，
导致对律师这个职业存在诸多误解。
最大的误解便是律师是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的人，很多人将律师视作正义的卫
士，认为律师就是主持公道的，为社会不
公呼吁，为弱势群体服务，将那些坏人绳
之以法。在很多人眼里，律师是正义的化
身，所以律师为那些非法集资的人辩护，
为那些犯罪嫌疑人辩护，就是违背良心，
就是应该被打。持这种认识的人，其实是
误会了律师的职业操守。律师只是一门
普通的职业而已，对律师而言，律师就是
应该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这
是所有的律师最应该秉持的职业操守。
在律师眼里，没有好人坏人，只有当
事人。宪法规定，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参
与，即便有人违法犯罪，在接受法律审判
时，也有说话的权利，都有辩护的资格。
能够审判的，只有法律，而不是我们当中
的任何一个人。
律师为当事人辩护就该被打，这样的
舆论基础与法治社会如此格格不入，实在
是有点可怕。切莫夸大律师的作用，只有
尊重律师这个职业，尊重他们的工作，才
会有更多的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通
过法律这个平台做出裁判，这才是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好办法。

“幌子”下的陷阱

周家和
贵州安顺警方通报：2
0
3天时间，
转战 1
0余个省市，捣毁非法制造枪支
弹药窝点4个、
网络贩卖枪支弹药团伙
3个，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
0名，
收缴
各类枪支 8
0余支，成品子弹 4
5
1
9发。
此次案件的特点，主要是嫌疑人利用
网络和快递的漏洞进行非法交易。
再好的制度和再好的设备都要
靠人去执行。否则，如果遭遇“软执
行”和“有选择性使用”，那么一切努
力等于是零。只有把员工队伍管理
好了，快递业才能减少漏洞，至少不
要再有真枪实弹也可以非法快递这
样的大漏洞。

李雪

河南法院首个农民工维权工作
室近日在商丘宁陵县法院挂牌成
立。这个农民工维权工作室是集引
导、咨询、立案、调解、审判、执行、宣
传于一体的综合工作室，由一名副
院长带领一名法官、一名书记员和
一名执行人员，专门负责涉农案件
工作。
（
《工人日报》
）

法院里设立“农民工维权工作
室”有多重利好。一则有助于涉农
民工案件实现快立、快审、快执；二
则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工
作，提高广大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
三则“让法官多走路，让信息多走
路，让群众少跑腿”，极大节省农民
工的维权成本，希望这样的工作室
多起来。

微观点

既然经济粗放发展、企业野蛮
生长的时代已经或正在终结，顶尖
人才的价值必然会凸显，这会体现
在企业对人才的估值上。
——近日，恒大集团给证券界
明星分析师任泽平开出高达 1500
万元的年薪。
《南方都市报》称应平
常心看待。

年终岁尾，正是用钱多
的时候，一些违法犯罪分子
趁机实施网贷诈骗，不少群
众不仅没有贷到款，反而遭
受了财产损失。警方提示，
广大群众勿轻信非法网贷
平台“只凭身份证就可以贷
款”或“无抵押、低利息”等
幌子，
避免上当受骗。
新华社发 翟桂溪作

强化执法
堵住快递业漏洞

期待农民工维权室
多起来

这是民生的红线，是治污应有
的政治智慧，是治污必需的政策温
度。兜住底线，才能让治污、减排
工作走得更远。
——4日，环保部向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2+26”城市发文，提出坚
持以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
则。澎湃社论为此点赞。

漫说

快评

一事一议

建行内蒙古区分行营业部
铁路支行党建工作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建行内蒙古区分行营
业部铁路支行以“两学一做”为契机，
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
抓党建工作，促业务发展。
一是持续推动“两学一做”教育实
践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建设，
强化党员、
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
进一步激发党员、领导
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的责任
意识、担当精神、带头模范作用，
切实履
行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要求。
二是深入传达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会议精神，从收看“十九”大报
告，到参加“十九”大宣讲活动，结合工
作实际，进一步提升全行党员干部的
政治意识和政治站位。
三是完善党员之家，提升“三会一

课”质量，促进党建工作健康、持续运
行。今年，支部书记讲党课 6次，邀请
营业部党委书记讲党课 1次，收到员
工心得体会 30余篇。
四是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积极开展优质服务提升专项活动，
进一步转变员工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技
巧，全面促进业务的健康、持续发展。
截止 2017年 10月 31日，铁路支
行全口径存款余额达 40.
86亿元，新增
7.
09亿 元 ，增 幅 21%，各 项 贷 款 达
100.
87亿 元 ，新 增 11.
89亿 元 ，增 幅
13.
4%，税前利润 1.
5亿元，实现全行安
全无事故运行。
赵景盛

如 果 老 师 少 一 些“ 都 是 闹 着
玩”的麻木，对每一起欺凌事件都
能公正处理，那孩子就不会受到一
点恐吓就选择默默忍受。
——最近，又有几起校园暴力
事件引发关注，让人震惊。光明网
建议，要让“校园 110”平台发挥作
用。

因 天 价 停 尸 费 打 记 者 ，到 头
来，打记者之人是被秉公处理了，
天 价 停 尸 费 问 题 却 岿 然 不 动 ，其
“执拗”
的牛气和底气让人诧异。
——近日，因记者调查“天价
停尸费”遭围殴，陕西周至县人民
医院院长李某某在内的 12人被刑
拘。
《新京报》认为，天价停尸费也
该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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