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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弓

这个标题，有点某“忽悠大
师”的风格。不过，这里要说的，
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辟谣。

最近，媒体先后报道了各地查
处谣言的行动，其中有政治类谣
言、经济类谣言、文化类谣言，也
有生活类谣传，而浙江在整治有关
食品安全谣言方面，有一条经验受
到广泛肯定，那就是“组团辟谣”。

为制止害人的食品谣言，浙江
的农业、林业、渔业、质监、卫生
等领域的专家们，组成了“辟谣
团”，通过“安全宣传周”“专家话
食安”、政务微信“食药知识”专
栏等平台，为消费者答疑解惑。今
年以来，浙江食药监部门已监测到

“西瓜打针”“棉花肉松”、“杨梅泡
药水”“塑料紫菜”等谣言 10 余
起。上个月，又成立了省“食品安
全专家委员会”，承担食品安全技
术咨询、政策建议、科普宣传等工
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既有在安
全风险监测评估、检验检测技术研

究、公共政策、危机应对等方面的
专家，也有在风险管理、标准制
定、应急处置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
验的专业人士。由 35 家单位参与
的 “ 浙 江 媒 体 网 站 联 合 辟 谣 平
台”，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上线以
来，已发布辟谣信息 3000 多条，
阅读量超 2400 万，在引导网络舆
论、提高公众对谣言及其他有害信
息的认知和鉴别能力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谣言是散布者为了达到不可告
人的目的而捏造的谎言，自古就
有。据考证，名言“谣言止于智
者”出自 《荀子·大略》。由此推
断，至少在 2200 年前，古人在辟
谣对策的研究上，已有不凡成就。
谣言的热闹与沉寂，有一定规律。
社会变革期，利益调整激烈，谣言
就格外猖獗。近几年的谣言风起，
除了我们的改革不断深入，触动了
一些社会阶层的利益这个原因外，
还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躲在
阴暗角落的造谣者，有了更为隐蔽
和快捷的传播条件。

谣言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它会
给人带来恐慌，能摧毁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不仅如此，谣言甚至可能
危及国家安全。史料记载着不少这
类故事。战国时期，秦军进犯赵
国，把赵国的门户重镇上党团团围
住。赵王派廉颇率大军救援，走到
长平时，上党已被攻下。面对秦军
的凌厉攻势，久经沙场的廉颇知道

秦军锐气正盛，便摆出一副要打一
场持久战的阵势。秦军准备速战速
决，可廉颇只守不攻。秦军经不起
拖，于是派人到赵国散布谣言，
说：廉颇年老软弱，不敢出战，要
是让年轻力壮的赵括带兵，秦军就
会溃败退走。赵王听信谣言，派赵
括前去接替廉颇。结果赵军大败，
四十余万大军被秦将白起悉数坑
杀。若不是魏国及时相救，赵国恐
怕就被秦军顺势给灭了。

同在战国时期，也有相反案
例。魏文侯派乐羊去攻打中山国，
三年末下。此时各种谣言纷起，说
乐羊围而不攻是想拥兵自立。魏文
侯不受谣言迷惑，继续对乐羊信
任。他一面派使臣慰问前线将士，
一面又加派兵力。打下中山国归来
之后，魏文侯送给乐羊两个箱子，
乐羊打开一看，大惊失色，原来箱
子里都是说他有异心的奏章。试
想，如果魏文侯当时听信“乐羊想
拥兵自立”的谣言，结果恐怕是，
中山国依旧是中山国，而乐羊早已
成刀下鬼了。

谣言是可怕的。轻信谣言更可
怕，它必然会被某些别有用心之徒
利用。目前这股谣言潮，领域广
泛，来势凶猛，无孔不入，仅凭几
个“智者”恐难将其阻挡。要想遏
制其暴发势头，保护人民和国家的
利益少受其害，需要学习浙江经
验，“组团”行动。

专家要“组团”行动，揭露谣

言实质，普及科学知识，让更多民
众在谣言面前成为“智者”；

媒体要“组团”行动，坚持新
闻真实性，主动传播辟谣信息，让
被迷惑者及早清醒；

执法部门要“组团”行动，发
现造谣者、传谣者，严惩不贷，形
成高压态势，迫使意欲以身试法者
望而却步；

网管部门要“组团”行动，严
管到位，及时应对，坚决查处已经
成为网络谣言集散地、避风港的无
良网站；

理论工作者要“组团”行动，
研究谣言的走向、特点和规律，为
从根本上治理谣言献计献策；

企业经常成为谣言的受害者，
更要“组团”行动，坚决依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让造谣、传谣者
付出沉重代价；

网民也要“组团”行动，互通
信息，抱团抵制，不信谣，不传
谣，让谣言失去生存空间；

互联网时代，谣言的传播几乎
没有地域的阻隔，各地政府也要

“组团”行动，地无分南北，官无
分大小，辟谣大事，责无旁贷，使
谣言如过街之鼠，无处藏身。

只有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
同“组团”发力，才能把谣言的嚣
张气焰打下去，让老百姓不再在

“是真还是假”的纠结中过日子，
国家在稳定平安的环境中建设发
展。

“组团辟谣”，那是必须的

殷国安

为治理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闯
红灯的不法行为，江西省吉安市青
原交警出台“新招”，让闯红灯者拿
着喇叭喊 100遍“我不再闯红灯”作
为处罚措施，这种做法引起争议（7
月22日《北京青年报》）。

这 样 的 新 闻 经 常 读 到 。 比
如，为了治理司机乱用远光灯，
不少地方的交警对违法者“罚看
远光灯一分钟”作为处罚；武汉
针对酒后驾车行为，不仅司机受
罚，同车乘客乃至同桌饮酒者，
均将视司机违法情节轻重，接受
现场教育、1小时深度教育两种形
式的处理……

每次地方交警出台行政处罚
措施，总会引起争论，也总是不
了了之。这种情况应该终结了。

地 方 交 警 能 否 出 台 行 政 处 罚 措
施，需要一个权威结论。

地方交警推出行政处罚措施
时，往往强调“必要性”和执行
之后“效果好”两条。其实，这
不是问题的实质，也不是舆论争
论的重点。因为必要性和效果好
与合法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
合法性才是核心问题。

反对者认为，地方交警无权
出台这类惩罚措施，因为没有上
位法依据。地方交警是交通法规
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只能
根据“法有授权方可为”的原则
执 法 ， 而 不 能 自 己 制 定 处 罚 规
定。《行政处罚法》 第八条规定了

“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
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
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行政拘留等；还有一条兜底条款
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行政处罚”，这说明，其他行政处
罚的措施需要由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没有赋予地方交警制定行
政处罚措施的权力。

赞成者则认为，交警的做法
并非没有法律依据。《行政处罚
法》 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
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
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现在
交警出台的这些措施，正是对违
法者进行法律教育的生动形式。

两相对照，矛盾集中到了一
点：法律意义的“教育”内涵到
底是什么？是否包括以教育为目
的的各种惩罚措施？“教育”确实
不能只是朗读交通法规，而应该
包括多种形式。但如果惩罚措施

可以由地方交警以“教育”的名
义制定，那行政处罚种类只能由
法律和行政规章制定的规定就被

“架空”了。也就是说，《行政处
罚法》 第五条规定就否定了第八
条规定，从而让同一部法律的条
款“打架”了。

所以，要回答地方交警能否出
台惩罚性措施，就在于如何理解

《行政处罚法》中关于行政处罚的
种类设定权，如何界定该法所谓

“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如果把出台
惩罚性措施也纳入“教育”的范畴，
则交警的权力必然突破第八条的
规定，因此需要权威部门作出法律
解释。这里的解释权，显然不在作
为执法者的公安交警部门，而在立
法机关。为了不让这类问题长期争
论而总是“无果”，需要权威声音来
定纷止争。

交警能否出台行政处罚措施需要“释法”

赵继承

近日，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
行到底》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第
一集《时代之问》中讲道，习近平
总书记常提及和引用美国诗人穆尔
的一句话：“胜利不会向我们走
来，我们必须自己走向胜利。”寓
意当前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
期、深水区，必须主动出击、敢于
破难、啃硬骨头、涉险滩，才能取
得新胜利。

走向全面深化改革新胜利，难
在深化，而试点先行作为深化改革
的“开路先锋”，承担着走出困局、打
破僵局、拓展全局的重要使命。宁波
承担着建设“中国制造 2025”试点
示范城市、浙东南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区、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等一

批“国字号”改革试点任务，是示范、
突破、带动一域和全局取得深化改
革完胜的“开路先锋”。

当前，这些试点工作有的处在
调查研究的“热身备跑”阶段，有
的处在设计方案的“起步开跑”阶
段，有的处在稳扎稳打的“放步快
跑”阶段，其成败的关键在于克服
思想上畏难、行动上迟缓、路数上
老套这些“拦路虎”，始终保持锐
意进取的精气神，发扬敢为天下先
的改革精神，大胆破除改革阻力，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以“开路先
锋”善于破障、克难、探路的使命
担当抓好各项试点。

宁波这些“国字号”试点，既
有多年改革创新的成果积淀作支
撑，也面临着转型发展的“成长烦
恼”。如果思想的总开关打不开，
即便身子处在以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但脑
子还是围绕传统思维理念“打转
转”，行动就会不赶趟。所以，扛
好改革试点大旗，就要把思想解放
摆在首位。

而思想解放首要的是坚持问题
导向，善于用火眼金睛去发现阻碍
开山探路的“沟沟坎坎”，让矛盾凸
显，然后来场头脑风暴，破除畏难情
绪、固有思维、枷锁束缚，最后“拨开
云雾见天日”，让思想与推动改革发
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表，为
大胆闯大胆试开道鼓劲。

当好改革的“开路先锋”，效率
事关一域乃至全局改革向纵深进击
的成败。必须有“实干求进”的效率
观，当好改革试点实干家、行动派，
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各项试点稳步
推进；必须有“创新求进”的效率观，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战略，找准打通

“娄山关”“腊子口”的方法路径，破
除前进道路上的险境困境；必须有

“务实求进”的效率观，不虚抓冒进，
不好大喜功，不浮于表面，以唯实的
政绩观、发展观、创新观为全面深化
改革探寻一条光明大道。

“开路先锋”必须要有临机决
断、便宜行事的“尚方宝剑”，否则就
会陷入断饷少粮、缩手缩脚、裹足不
前的困境。为改革试点提供良好的
制度环境，是推进试点有效展开的
重要保证，而在试点过程中逐步探
索完善一套制度体系，也是试点工
作的评价标准之一。因此，要建立健
全一系列制度，开辟一些绿色通道，
为改革试点架起“快车道”“高速公
路”；要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导向，
为改革试点壮大骨干中坚力量；要
完善督导制度，强化跟踪问效，对不
担当、不作为的人和事问责到底。

胆大步稳，当好改革“开路先锋”

高 敬

从 环 保 部 近 期 公 布 的 数 据
看，“蓝天保卫战”上半年的成绩
不够理想——338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下降，京津冀
地区 PM2.5 平均浓度不降反升，
同比上升了14.3%。

上半年大气污染防治成绩不
理想，既受气候条件不利、工业
生产回暖的影响，也有监测站点
上收、监测数据挤出水分更趋真
实的因素。今年是“大气十条”第
一阶段的收官之年。从年初开始，
环保部就无缝衔接地开展了一季
度专项督查、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
查等，各地在污染治理上保持了前
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因此，数据反
弹正反映出大气污染治理的长期
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在
坚持雷霆手段的同时，更要注重精
准施策，提升治理效果。

牵牛要牵牛鼻子，治霾措施
必须更有针对性。众所周知，秋
冬季节，燃煤尤其是农村地区的
散煤取暖一直是大气污染治理面

临的最棘手的难题。眼下，北
京、天津、保定、廊坊等地正在
加紧“禁煤区”建设。但一些地
方在煤改气、煤改电的改造中还
面临资金缺口大、配套成本高等
诸多困难。怎么保障煤改气、煤
改电工程科学按时完成并有效发
挥作用，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治理雾霾方面，很多面上
的、容易做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剩下的治理任务大多是难啃的硬
骨头，必须采取更加精细化的治
理措施。此前各地在大气污染治
理中，对规模企业、大型工业企
业比较重视，对监管难度大、量
大面广，分布在城乡各地甚至隐
藏在山沟里的“散乱污”企业则
重视不够。各地正在对这些企业
逐个进行整治，能升级改造的积
极帮助企业升级改造达标排放，
治理无望的则要坚决依法关停。

打赢“蓝天保卫战”，不仅是
改善一个个数据和指标，更切实
关系着群众身体健康，是实实在
在的民心工程。只有采取更加有
针对性的、更加精细化的治霾措
施，才能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
降低秋冬季节重污染天气发生的
频次和峰值，早日解决群众的

“心肺之患”。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解决“心肺之患”
既要雷霆手段也要精准施策

点评：景区执行“限流”政策，符合法律规定，既是为了游客安全，
也是为了景区可持续发展，游客应当予以理解、支持。但即使“限流”
合理合法，景区也应保障游客的知情权，提前做好告知、安抚工作，而
不是事后解释。这同样是维护游客权益和景区长远发展的需要。

@贵客的可怕：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应急预案不完善。
@隔离栏：进去的人什么时间出来，景区难以掌握，所以卖

票数肯定超过最大承载量。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已于7月1日起施行。《条
例》第九条规定，公民应当遵
守公共秩序文明行为规范，不
得实施下列不文明行为：违反
规定在限养区内饲养烈性犬、
大型犬，携犬出户时不束犬
链，不由成年人牵领，不及时
清除所携犬只在公共场所产生
的排泄物；在非限养区内携烈
性犬、大型犬出户时不采取必
要的安全措施。

市区限养有些犬，

太大太烈不安全。

平时防疫要做好，

若有排泄主人捡。

要是带到公众间，

记得用绳把它牵。

宠物撒野人得管，

严格看护保平安。

郑晓华 文
任山崴 绘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7 月 25 日 《海峡导
报》报道：7月24日，国务院
法制办公室在官方网站公布快
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意
见稿指出，除有关部门依法对
快件进行检查外，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不得非法检查他人快
件。冒领、开拆他人快件的，
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
节严重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点评：“冒领他人快件”侵害收件人和发件人的合法权益，扰
乱正常社会秩序，理当予以惩处。“冒领”何以发生？除了冒领者
的主观恶意和非法手段外，投递机构的管理疏漏难辞其咎。因此，
快递暂行条例既是对意欲冒领者的威慑，更是对投递机构的警醒，
可以倒逼其完善投递流程。

@够烦的了：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
@咯咯：“冒领”者往往是贪小便宜的人。

据 7 月 25 日澎湃新闻报
道：24 日，一份由广州市黄埔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网上流
传。该告知书称，黄埔区川锅演义
火锅店在其《食品经营许可证》不
包含从事凉菜加工销售的情况
下，在经营场所生产销售“川北凉
粉”“酸辣蕨根粉”“青椒皮蛋”等
凉拌菜式，从 2017年 5月 1日至 5
月21日，销售收入139元。该局依
法对其处以没收违法收入 139元
并罚款1万元的处罚。

点评：火锅店卖凉菜违法，这与很多人的生活经验相背。但法律
就是法律，执法部门“不折不扣”地执行才能体现权威性。该火锅店想
卖凉菜也不是不可，只要变更一下经营许可范围就行。市场经济下，对
于经营者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应是常识，否则就是在给自己挖坑。

@欧迪芬：这样“小题大做”是很好的普法案例。
@硼酸：有些经营者就按经验做事，根本不看许可证范围。

据7月25日《广州日报》报道：日前，广东省法制办官方网站
发布了《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送审稿)》。《条例》禁止在动车组
列车上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禁烟区域内吸烟或吸食能够产生烟雾的
香烟替代品。情节较轻的，对行为人可以处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对行为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点评：控烟喊了很多年，各地也出台了不少办法，但总体来
看，效果并不太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处罚不给
力。很多地方对违反禁令吸烟者通常处以5元、10元的罚款，在吸
烟者看来，就像“挠痒痒”，不会长记性。罚款上限提高到 2000
元，大大提升了威慑力，效果可期。

@宫斗：禁烟最难的就是执行。
@咯咯多了：香烟替代品也不允许了？

据 7月 25日澎湃新闻报
道：7月22日，恰逢周六，当
天傍晚，南京珍珠泉风景区门
前，不少游客拿着门票想进入
景区内的“水世界”，却遭到
门口保安的阻拦，想退票，也
被拒绝。7月24日，珍珠泉景
区工作人员称，当时景区“水
世界”已达到游客最大承载
量，出于安全考虑，景区才决
定停止让游客进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