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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玉春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
党的十八大至今，快十年了，事实
一直在证明这一点。远的不说、

“拍蝇”不计，仅今年截至 8 月 21
日，落马的中管干部就有 21 人。
中央纪委“周末打虎”，今年也已
出现四次，屡屡引起干部群众热
议：某某“进去了”……真不敢相
信……哎！

频频“打虎”“拍蝇”说明：
昨 天 的 官 员 ， 哪 怕 是 “ 政 坛 明
星”，今天就有可能冷不丁地出现
在纪委的查处通报中。这难免会让
人嘴巴张得大大的，一时半会儿回
不过神来。但纵观“老虎”们的违
纪违法事实，总有共性存在。

“涉案金额”令人瞠目结舌。
像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原书记李建平，涉案金额就
超 过 30 亿 元 。 从 内 蒙 古 范 围 来
看 ， 李 建 平 可 谓 “ 富 可 敌
市”——2020 年，阿拉善盟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才 31 亿元；从近十
年来的官员腐败案件看，李建平涉
案金额也是列“全国第一”。如此
涉案金额，换成百元大钞，称得上

“堆积如山”，岂是“贪得无厌”可
以形容！

“奇怪想法”令人匪夷所思。
“当官发财、光宗耀祖”，这是重庆
市巫山县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
检察长牟国清的座右铭。“我错误
地认为那些落网的官员是智商不
高，作案手段原始，以为凭着丰富
的反侦查经验，披着‘富二代’的
外衣，能够隐藏自己的犯罪行径、
骗取组织的信任、摆脱群众的监
督、逃避法律的惩罚”。腐败，本
来就没有智商高低之说。所谓的聪
明，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
最终只能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挖
坑自己跳。“当官”与“发财”，倘
若真是两者得兼了，那百分之百地
要出问题。

“受贿上瘾”令人唏嘘不已。
云南文山市原副市长杨传辉，利用
手中权力，甘于被商人围猎。“收
多了会上瘾的，多少不重要，在乎
的是收钱的这个过程，谁送 3 万
元、5万元，什么时候送的，根本
就记不清了，就是当时觉得特别开
心”。收钱收到如痴似醉的人，自
然对损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麻木
不仁。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他的

交代证实了这一点。
上述三人的腐败细节，都是

媒体近期披露的，且三人均在党
的 十 八 大 后 仍 然 不 收 敛 、 不 收
手。中央强势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机制建设，为何
还有一些人敢于顶风违纪违法、
敢于以身试纪试法？笔者以为，
是他们太高估了自己的“腐败智
商”，太小觑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强
决心。

在“不敢腐”上，仍有“侥幸
心理”作祟。据报道，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国已有 90 多万名党员被
清除出党。尽管目前主动投案的人
多起来了，但怀有侥幸心理的还大
有人在。比如，搞家族式腐败，有
做好“撇清关系”准备的；搞抱团
式腐败，有做好“攻守同盟”准备
的。这些人，不到案发，工作中仍
会“高调亮相”。

在“不能腐”上，仍用“隐形
变异”掩盖。在制度建设越来越规
范的今天，仍有一些人挖空心思，
转“堤内腐”为“堤外腐”、变

“明目张胆腐”为“暗度陈仓腐”。
比如，依托亲人经商办企业，掩盖
自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利用手中

权力违规插手干预工程项目，收受
“感谢费”或者通过“投资分红”
“干股获利”；与商人称兄道弟、官
商不清，在农家乐、企业会所大吃
大喝，等等。这些人，不到案发，
其个人事项报告“清清白白”、自
我检视反思“干干净净”。

在“不想腐”上，仍在“迷
惘”中迟疑。面对钱色诱惑，自个
儿“不想腐”，才是更高境界。但
现在，仍有一些官员垂涎老板的豪
车豪宅、花钱时的大手大脚，总想
用自己的权力“变现”、靠自己的
影响“捞钱”。这些人，不到案
发，还会在“当官就要发财”的路
上走下去。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已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远没
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
候，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廉政警钟”还得继续敲、
重重敲。

“廉政警钟”还得重重敲
王学进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通
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
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
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
法定节假日每日 20 时至 21 时向未
成年人提供 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
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
网络游戏服务 （8 月 31 日 《中国青
年报》）。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通知虽然
只有短短的三百来字，但产生的影
响非常之大，从微信朋友圈的转发
率可见一斑。一则短短的行政通知
能造成如此大的反响，足见通知精
神深得民心，受到了广大家长的欢
迎，不，确切说是欢呼。

天下家长苦网游久矣！人们常
用毒品来比喻网游，未成年人一旦
沉迷网游，犹如沾染上毒品一样，
须臾不可缺少，竟至于可以茶饭不
思、寝食不安，日里梦里都沉浸在
游戏世界里，什么学业成绩、理想
追求和社会担当统统可以不管不
顾，久而久之，成千上万的有为少
年就成了行尸走肉。

作为教育工作者，笔者耳闻目
睹了太多废在网游中的可悲案例。
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调解
人，调解因网游造成的紧张的家庭
关系，以案说法，教育孩子戒除网
游。但事实证明，我的调解往往无
效，有时简直是对牛弹琴。为此，
我曾受友人所托 （一位为儿子沉迷
网游苦不堪言的母亲），专门向一
位从事教育咨询的朋友求助，他直

接回复：治疗网瘾没有特效药。
其实，对方的回复在我意料之

中。迄今为止，我尚未听说有哪位
网瘾少年因为听了家长或老师的说
教就“弃网从良”了。就像吸毒上
瘾，不采取强制手段戒毒，瘾君子
终归还是瘾君子。不信，请看我亲
身经历的一桩个案。

本世纪初，我在一所县中教
书，曾经教过一位高才生，早一
年，他高分考进北大，但因为沉迷
网络游戏，各科挂红灯，被北大勒
令退学。第二年进入我担任班主任
的高复班复读，又考进了浙大。满
以为这次他总该顺顺利利毕业了，
谁知道到大三时，他又因为旧习不
改被浙大开除了。这么多年过去，
有次回乡听说这个孩子已沦落为一
个平庸之人，可惜了！

类似案例见多了，所以，我不
指望把拯救网瘾少年寄托在家长、
老师的说教上，也不指望他们能迷
途知返，当然更不指望网络游戏企
业良心发现，高抬贵手，少开发几
款游戏，少毒害青少年，因为他们
绝不会放弃每年两千多亿元的游戏
产值。

失望之后，终于等来了上述通
知。通知的最大亮点是剑指网络游
戏企业，要求企业按规定时间提供
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而且只能提
供 1小时，这样，既不影响学生学
习，也不影响休息，同时还能照顾
他们的业余爱好，可谓上善之策。当
然，这样一来，会减少网络游戏企业
的收入，但比起育人大业，企业利益
受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毕竟，
办企业是要讲社会责任、讲良心的，
昧心钱还是少赚为好。

限制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时间
太赞了

胡 浩

开学第一课，落在白纸上的第
一笔。这一课，将伴随孩子们开启
人生新的航程，关系到他们能否成
为一个脊梁笔直、人格闪亮的“大
写的人”。埋下真善美的种子，浸
润心灵、涵养美德，当从第一课开
始。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第一
课，当以史为鉴。今年正值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百年党史，是
一笔丰厚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最
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无论
是将英雄人物请进校园课堂，还是
带孩子们走访红色地标，第一课可
以开启一扇窗，让孩子们通过党的
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触摸真理温度、感受信仰力量，让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第
一课，当以德为先。青少年是人生

的“拔节孕穗期”，需要在不断启
发中让孩子们水到渠成地传承传统
美德、弘扬社会公德、锤炼个人品
德。在第一课中，回顾战“疫”、
仰望北斗、共话奥运，引导孩子体
会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牺牲奉
献、什么是守望相助、什么是坚韧
拼搏，进而深入思考“为什么而学
习”“做什么样的人”等问题。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第
一课，当知行合一。今天的读书郎
要成为明天的建设者，不仅需要吸
收汲取课本知识，更需要在时代的
同频共振和实践磨砺中淬炼成长，
在第一课让学生们接触社会、感受
自然、体验劳动，在与同伴的协作
互助中实现人生的进阶。

第一课是“起笔”，孩子们从
中不断汲取精神养分，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就一定
能长成中华民族的参天大树，更好
担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

精神的养育，从第一课开始

冯海宁

8月31日，住建部发布 《关于
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
建问题的通知》，要求做好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统筹解决新市民、
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租赁住
房问题，城市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
超过5% （8 月 31 日中国新闻网）。

防止城市大拆大建有着多方面
的考虑，其中一个着眼点便是保障
市民居住权益。因为“大拆”往往
会拆掉不少老旧小区的租赁住房，
让租房人群面临租房贵、租房难等
问题。而“大建”未必能为租房人
群提供地段、价格合适的租赁房
源。所以，必须防止大拆大建加剧
租房市场矛盾。

《通知》 要求，确保住房租赁

市场供需平稳，不短时间、大规模
拆迁城中村等城市连片旧区，防止
出现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失衡加剧新
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租房困难。
这体现出明显善意。而为了确保租
房人群“租得起”，还专门划出了
城市房租年度涨幅“红线”——不
超5%。

这是我国国家部门首次为房租
涨幅划“红线”。2010 年，住建部
政策研究中心专家曾表示，我国
应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每次
房租上涨幅度不得超过3%”。但这
仅仅是一种建议而已，并未付诸实
施。2018 年，深圳曾在部分公寓
项目试点“年租金涨幅不得超过
5%”。

《通知》 明确“5%”，等于全
国适用。这对于稳定城市住房租金

水平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如果城市
房租年涨幅没有超过 5%，即在合
理 水 平 范 围 内 。 假 如 越 过 这 条

“红线”，就需要有形之手干预，
比如查明租金过快上涨的原因，然
后对症下药进行治理，以稳定住房
租金。

这条“红线”对于房东、房屋
中介、住房租赁企业也有参考价
值。如果年租金涨幅超过 5%，一
方面，租房人可能难以接受，因为
租房人群也有了价格参考标准；另
一方面，有可能招致政府干预，这
是房东们不愿看到的。所以这样的

“红线”对各方都有好处。
各地为住房租赁立法是大势所

趋。不久前，《北京市住房租赁条
例 （征求意见稿）》 拟规定，“住
房租金快速上涨时”，政府将会采

取 相 应 的 措 施 。 而 此 次 明 确 的
“5%”或作为其认定租金快速上涨
的标准。换言之，《通知》 为地方
相关立法提供了关键标准。

住房租金水平关乎广大租房人
群的生活负担和居住权益，为城市
房租涨幅划出“红线”，就是为民
生保障定标准，具有民生保障内
涵。希望各地有关部门把这条“红
线”作为监督、实施住房保障工作
的重要标尺，为租房人群提供更好
的公共服务。

当然，住建部也可以把“房租
年涨幅不超 5%”作为督促各地落
实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保障责
任的一种参考工具，对未严格落
实该标准的地方进行约谈乃至问
责。这样，“5%”就不是软标准而
是硬标准。

“房租年涨幅不超5%”是民生保障红线

曲 征

小学取消期中考试，不得以任
何名义设置重点班，不得按考试结
果分班、排座位，严禁校外培训机
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或与
学校联合开展考试……新学期开学
在即，8月30日，教育部召开新闻
发布会，围绕考试、作业等核心内
容对“双减”工作提出一系列新要
求。同时，国务院教育督导办还设
立了“双减”举报平台，并将“双
减”纳入省级政府履职督导评价

（8 月 31 日 《北京青年报》）。
这些年，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

越来越重，尽管教育部多次强调减
轻学生课业负担，但实际情况是负
担越减越重。孩子们不仅要完成学
校老师布置的多项作业以及无穷无
尽的考试，双休日以及寒暑假还要
到各种补习班、辅导班、培训班继
续上课，可谓“书包塞得鼓鼓囊
囊，脑袋累得昏昏沉沉，眼睛近视
得模模糊糊”。本来是活泼可爱的
少儿时代，却坠入功利化极强的教
育内卷无法自拔。与此相伴而生
的，是家长的教育焦虑感不断上
升，不仅戕害学生的身体，还增加
家庭负担，于国于民有害无利。

7月24日，中办、国办公布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

“双减”在校内与校外培训方面的
具体细则，并适时推出校内课后服
务与暑假校内托管的目标要求。

可以说，“双减”是大势所

趋，也是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不
过从现实情况来看，许多地方的做
法与“双减”要求以及8月30日教
育部新闻发布会提出的要求，还有
不小的差距。

今年秋季开学后的第一个学
期，是迎来“双减”以及教育部具
体要求的第一个学期，这个学期注
定会成为完成“双减”任务、真正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里程碑。因此，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认清形势，抛
弃以往简单将考试结果作为评价学校
依据的做法，学校也要从教育大局甚
至民族前途出发，尊重教育规律，遵
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努力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而非仅
仅盯着学生的成绩不放。

需要看到的是，落实“双减”
的呼声不可谓不高，教育部新闻发
布会提出的要求也非常细致，但是
从以往情况来看，仍然不排除有的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有些学校我
行我素不理不睬甚至变相加重学生
课业负担的情况发生。因为，在目
前教育内卷化的“升学率倾向”语
境之下，那些违背政策要求的学
校，更有可能因为成绩好而受到社
会以及家长的追捧，而那些严格遵
守要求的“老实”学校，则有可能
因为成绩不够理想而遭受“冷眼”。

所以，一方面，必须将“‘双减’纳
入省级政府履职督导评价”真正落实
到位，倒逼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不再将
考试结果作为评价学校的依据。另一
方面，充分发挥“双减”举报平台的
威力，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令违规者付出代价。

“双减”后的第一个学期
有期待也有挑战

陈广江

8月31日，厦门警方通报了备
受关注的“6名少年‘洗劫’小米
专卖店”案。通报称，现场作案的
6人全部到案，均为外地辍学未成
年人，年龄最大的 15 岁、最小的
14 岁。警方现已将被盗的 25 部手
机、2 台平板电脑、2 台笔记本电
脑等赃物全部追回 （8 月 31 日澎湃
新闻）。

在社会治安日益好转、防控体
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这起组团入
室盗窃案显得颇为少见和另类，造
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尤其引人
关注的是，现场作案的 6人均为未
满 16 岁的未成年人。这些本应坐
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竟然走向了

犯罪之路，令人震惊、惋惜和深
思。

16 岁 是 一 个 非 常 关 键 的 年
龄。我国刑法规定，已满 16 周岁
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犯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
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
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本案属于盗窃罪，
且作案 6人均不满 16岁，因此 6人
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如果 6
名少年背后有人唆使，那么将依法
追究唆使者的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因不满 16 周
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
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但

公众担心的是，如果监护人管教不
严、专门矫治教育不到位，会不会
造成事实上的“一放了之”？在坚
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下，
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实现最大限度教
育、感化、挽救罪错未成年人的目
的？

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从 6名
少年简单粗暴、毫无“技术含量”
的作案方式看，用“无知无畏、无
法无天”来形容并不为过。在监控
密布的城市，他们哪来撬门入室盗
窃的胆子？6名辍学少年跨省流窜
作案，他们的父母知道吗？平时又
是如何管教的？这些孩子的背后有
着怎样的童年和家庭？

从目前看，对这 6名未成年人
进行专门矫治教育是必要的。从今

年 6月起，新修订的 《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 正式施行。新法规定，
对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
处罚的未成年人，教育行政部门会
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
矫治教育。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
下调”一样，专门矫治教育也被寄
予厚望。从“收容教养”到“专门
矫治教育”，凸显关口前移、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同时，新法
还强化了家庭、学校、社会对未成
年人不良行为的干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社会
各个层面齐抓共管、真抓真管。值
得一提的是，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
师，也是终身老师，预防孩子走向
犯罪道路，父母应担负起第一责
任。

6名少年“洗劫”手机店：他们的父母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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