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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见义勇为”称号

是对未成年人负责

4 月 22 日下
午，四川达州市
大竹县周家镇 8
岁女孩李微微为
救落水小同伴，
不幸溺水身亡。
事件发生后，当
地政府曾打算为
其申报“见义勇
为”称号，却未获
得批准。（7 月 2

日《北京青年报》）
虽说大竹县综治办组织相关部门专门进行会议讨论，最后也没

有给救人丧生的女童申报评定“见义勇为”称号，但却对于其家庭的
具体困难问题，由相关部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帮助，这说明政府对
女童的见义勇为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只是综合考虑到在《四川省保
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此种行为没有明确规
定，以及李微微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在没有自保能
力或不明确危险的情况下实施救人，不具备见义勇为的相关要件，
特别是考虑到对其他未成年人的影响，所以为避免盲目模仿而采取
一码归一码的妥善处理。

其次，从现实情况和公共诉求看，这一决定也是有着相当
基础的。可以说，类似报道中这种女童搭救伙伴，由于一时情

感冲动、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考虑前提条件，盲目见义勇为
反而导致损失更加惨重的例子罄竹难书。而早有社会

有识之士，也不止一次提倡要“见义智为”、“见义巧
为”，甚至不提倡“见义勇为”。说到底，政府部门不

是不需要感性，但更需要的是属于一个社会的公
共性的理性。可见，拒评女童见义勇为这件事，

实际上是对对未成年人负责，使无谓的牺牲
不再发生，是从根本上珍视生命的体现。

高考加分“瘦身”只是第一步，如何
通过制度设计，完善高考加分制度，在扎
紧口子的同时，规范审核认定，避免其被
钻空子，损伤制度公信力，还需要更有效
的办法。

教育部 6月 30日傍晚在网站发文重
申了 2010年制定并于今年全面实施的高
考加分新政。这是近日教育部对高招纪
律连发多项“禁令”后，对高考加分“瘦
身”规则的详细解释。

教育部在政策通报中指出，为更好
地发挥高考加分的积极导向作用，切实
纠正加分政策执行被异化以及资格造假
等突出问题，2010 年教育部会同国家民
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联合发文，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
了调整。通过调整，全国奥赛科技类加
分、体育特长生加分和地方性加分项目

大幅减少；具有这三项
加分资格的考生由往年
的 5万人减至 3万人，减
少 40％。其他加分项目
分值普遍由 20 分降至
10分内。

高考加分政策，几
十年来就一直存在，本来是对高考制
度公平公正的修正和补充，可是，近年
来，在执行过程中乱象频出，屡屡发生
弄虚造假和以权换分事件，反而制造
出新的不公。 2009 年，重庆一所重点
中学 74 名尖子生享受了 20 分的少数
民族加分，经调查后，重庆取消了 7 所
中 学 31 名 高 考 考 生 少 数 民 族 加 分 资
格；同年，浙江一所中学被爆出航模高
考加分的 19 名考生中，13 名是当地各
级领导干部的子女；而今年高考成绩
出炉后，辽宁本溪中学又因为超多的
体育特长生而受到质疑，该校高三学
生中可以享受加 10 分的二级运动员竟
然有 87 人。

在“中国第一考”的战场上，往往一
分之差，就可以挤掉千军万马，遑论 10
分、20 分的差距。于是各路人马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牢牢盯住高考加分这块
“唐僧肉”。资料显示，教育部规定的加
分项目只有 14 种，而各地实际执行的却
多达 200 余种。各地由此还衍生出了各
种特长加分的产业链，奥数就是其中之
一。利益、金钱乃至权力的介入，使得高
考加分这一立足公平的政策屡屡事与愿
违，成为有失公平的一种制度，受到公众
的广泛质疑，取消高考加分的呼声也日
益响亮。

目前，虽然完全取消高考加分还不
太可能，但确保高考公平，让所有学生在
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仍是首要目标。重申
对高考加分政策“瘦身”，正是强壮高考
公平的应然之举。否则，在起跑发令枪
响之前，已有人提前抢跑，谈何公平？对
那些希望用高考改变命运的贫家子弟，
规则不公而导致命途多舛，岂不是太残
酷？

从现在情况看来，大多数地方都大
幅精简了加分项目，加分分值也普遍降
低。但高考加分“瘦身”只是第一步，如
何通过制度设计，完善高考加分制度，在
扎紧口子的同时，规范审核认定，避免其
被钻空子，损伤制度公信力，还需要更有

效的办法。比如，能否改加分为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取？对体育特长生能否只对
体育类的专业有效？对符合资格的加分
者信息更需透明公开，减少暗箱操作，减
少权力和金钱寻租的可能。

国外的高校，体育和文艺特长是最
常见的加分项，很少有质疑之声，是因为
国外高校多是自主招生。而在我国高考
加分政策本是好经，却被念歪了。究其
原因，还在于中国高考承载了太多的公
平正义的重负，从中也可以窥见中国高
校自主招生之路的举步维艰。之前北大
推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本来是高
校探索自主招生的重要一步，可惜，也是
因为强大的舆论压力，为避免遭受公正
质疑，校长们也只能四平八稳地推荐
优等生。可见，自主招生虽是高考
改革的一个长期目标，但是，这
有赖于高校体制的变革，而保
证公平公正始终是高考的
第一要义。而今，还是
先治好高考加分的

“虚胖症”，高考
公平才能更健
康。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中华医学会于 2012 年至 2013
年在召开的 160个学术会议中，
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
册信息等作为回报，以 20 万元
至 100 万元价格公开标注不同
等级的赞助商资格，收取医药
企业赞助 8.2 亿元。卫计委相
关项目主管回应称这种模式

“说起来也是跟美国学的”。
作为中国社会组织中的百

年“老字号”，中华医学会声名
远播。可惜的是，如今却因为
巨额敛取的赞助费把招牌砸了
个底朝天，主管部门有关人士
的 回 应 也 毫 无 意 外 成 为“ 雷
语”，被围观的网友拿来填词造
句、大加揶揄。

客观而言，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欧美国家在社会组织发
展、管理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
成熟的模式，主动取经，借鉴他
们的经验是值得肯定的。但
是，医学会拉赞助的借鉴方式，
更像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据

资料显示，美国
医学会的学术
性、行业性更纯
粹，创办的《美
国医学会杂志》
是国际公认的

权威医学刊物，学会维持生存
的方式以吸收会员和公益赞助
为主。再比如英国，医学总会
虽然是一个收费的依法注册团
体，他们的职能更像行政管理
部门，拥有执业医生登记名册、
管制英国教授医学、与海外医
学教学规管机构交流的法定义
务和责任。

值得质疑的，还有在国内
某些社会团体中日渐普遍的

“分会”模式。中华医学会在其
官方网站发布的 2014年学术会
议计划显示，今年将召开各类
学术会议共计 371场，这些学术
会议的申报单位全部是中华医
学会各专科分会和旗下音像社
与杂志社。一名负责人还不忘
将其内部激励机制拿出来“炫
耀”——如果协会成员成功拉
来企业赞助，还会得到返点奖
励 ，比 例 通 常 在 10% ~20% 左
右。说得直白一点，这与敛财
的“马仔”、利益的“掮客”又有
何异，“武装到牙齿”的赚钱方

式难免让所谓的学术会议充满
铜臭气息。

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明确规
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
经营活动。中华医学会官方网
站自我标榜是中国医学科学技
术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
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
性法人社团。既然如此，其借
助学术会议形式搞营收、拉赞
助，已经明显背离法律规定与
自身宗旨，8亿多元也更像是不
义之财。对公众来说，“羊毛出
在羊身上”，这高达数亿元的费
用也在药品、医疗器械等价格
中“润物细无声”了。

不管是简政放权的推进，还
是负面清单、收费清单的创新，
都是为了给行业、企业、公众减
负，减少“拔羊毛”行为的发生，
但是各类行业协会、公益社团不
守本分、大肆敛财，与深化改革
南辕北辙。同时，因为一些社团
回报丰厚，处于监管空白地带，
成为在任官员“兼职”、退休官员

“再就业”的香饽饽，也沦为权钱
交易、官商勾肩搭背的重灾区。
亟待用审批规范化和财务机制
阳光化使其归位，在这方面主管
部门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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