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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7社会大学英雄
榜”显示，登上胡润百富榜的2000多位资产达20
亿及以上的企业家中，有一半人没有全日制本科
或研究生学历。记者发现，据该榜单统计，前100
名社会大学上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要比有全日
制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上榜企业家大6岁，为58
岁。此外，前100位社会大学上榜企业家的平均
财富，相比有全日制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上榜企
业家相差96亿元。（华商报）

半数富豪没有“高学历”，客观说来，这一结
论并不令人意外。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资本的原
始积累与民间的造富浪潮，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
情。在这种风云际会的大变局中，但凡敢打敢拼、
敢为人先，便足可攒下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是许多
第一代创业企业家的共同故事。在这其中，教育

背景或个人学历，从来就不占有太多的权重。
梳理此类“低学历”富豪的发家史，我们很容

易就发现某些共性。尤其相较于新兴富豪来说，
他们的初次创业时间更早、财富积累周期更长，
其中许多人当年在底层摸爬滚打的经历，时至今
日仍是流行的励志素材……事实上，在改革开放
初期，这群人在与“高材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无疑是合乎逻辑的：一方面，过去那种正统的、保
守的教育系统，极大抑制了被教育者的创富意
愿，“赚钱”并非主流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当时大
多数的知识精英，自一开始就被体制所吸纳、招
揽，故而也极少主动下海打拼。

可以说，在第一轮民间创富潮中，知识精英
是整体缺席的。而那些面临更多生存压力，更善
于钻营勾兑的“平凡人”，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

间窗口，在制造业、房产业等传统行业中成功卡
位，继而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财富暴增期。对于

“低学历”的第一代创业企业家来说，知识或学历
自始至终都不具备决定意义。

随着全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基本确定、随着
全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诸如此类的故事正
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在近十余年
中，新兴产业所崛起的财富新贵，基本都具备极
好的教育背景。

知识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恒定的、不
变的，甚至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确定性的关联，
都很难说。所以不论是“英雄不论出处”的豪言壮
语，还是“知识就是财富”的劝世良言，在各自的意
义上都是成立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真的存在着
一套绝对生效的、普遍适用的致富套路。

共享单车如今在大城市是相当火热，黄的白的
蓝的橙的各式各样，给人们的短距离出行带来了许
多便利。不过，这些共享单车遭遇人为破坏和被偷
等案例越来越多。研究生学历、月入过万的关某，
因一时贪念将路边的ofo小黄车占为己有，不仅重
新喷漆还装上了儿童座椅。一车行老板和顾客发现
后报警。关某被治安拘留14天。（南方都市报）

单车市场遭遇到的各种乱象和各地奇葩案例，
不胜枚举：有骑进小区，丢在楼道，甚至骑回家独占
独享的；有嫌坡道陡峭，累积数百辆车被弃下穿隧
道，地面搜寻扫描不到的；有纯属恶作剧，或不知何
种心理，把车高锁于树杈上，甚至抛至中心河道的；
甚至还有座上插针，涉嫌无差别伤害的……

个案无需上纲上线，也不用过分关注学历收
入等花边背景，改装侵占单车，就是一个简单的

违法事实，偷一个逮一个，改一个抓一个，如此案
一样，治安拘留两周，或比啥道德口水仗都管
用。而执法之外，此案另一标本价值就是，技术
层面的安全启示：再高学历和收入，再冠冕的素
质标榜，都不如一个GPS定位实惠。

违法就依法惩处，不用泛道德化。此外，单
车是否停放太过随意，确实构成对正常经营和交
通的影响，也是需要正视的。恶意叠放违法，太任
性的停放也要深思。之前武汉东湖绿道上，也是
一方认为违停就集中抛弃。后续则是双方理性思
过，一方为粗暴致歉，一方反思确有违停。这就是
另一个命题，任何新生事物都会遇到新问题，而公
共政策和约定俗成的新规则，必须适时匹配跟进，
一方飙进，一方迟滞，必会有摩擦纷争。

单车乱象最新苗头，则是金融诈骗终于渗入

——“广深共享单车现‘惊喜’二维码 分分钟让
你的手机中毒？”。其实不止广深，不少地方也都
出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扫码诈骗。从学历、收
入、素质论，到最熟悉的金融诈骗，单车确实是照
妖镜，照出各种不堪。但单车何辜，共享何罪？
不管是停放乱象还是骗术，都是新瓶旧酒的老面
孔，且几乎可断言下一次如网购、直播、网约车、
共享单车等新热点出现时，我们还会重温。

斗智斗勇不可怕，素质别总嘴上挂。永远不
要考验人性。技术过硬，一个“GPS”就能省掉成
吨道德口水；执法严苛，不枉不纵，让违法成本和
执法效率，震慑所有投机偷占的侥幸冲动。公共
政策上及时跟进完善，社会行为准则上顺势引
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绝不空谈，务求实效，不
光对单车乱象，对任何难点议题都是通用的。

湖南省娄底市政府新闻办18日发布信息，据
调查核实，在14日发生的祖保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中，存在瞒报遇难人数问题。目前确认的实际遇
难人数为10人，而非此前公布的9人。同时，已对
包括涟源市常务副市长梁小兵在内的相关负责
人立案调查。（新京报）

2月14日事故发生，2月15日涟源官方通报
称，事故共造成9人遇难。三天后，娄底市政府就
揭开了事故瞒报的盖子。相较于以往类似的矿
难瞒报事件，此次相关方面在信息的披露上，效
率不可谓不高。

遇难人数实为10人，却只公布9人，从绝对数
字上看，似乎差距不大。可根据当前事故的“评
级”规则，1人只差则决定了事件责任大小的定性
问题。在由国务院颁发，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将生产

安全事故依据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分为一般、
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其中，认定“较大事
故”与“重大事故”的分界点，即为死亡人数10
人。而事故分级不同，处置单位级别乃至问责范
围都会相应变化。就此来说，相关方面之所以要
隐瞒1人，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为了规避自身的责
任。

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瞒报的可怕之处，不
单单是指欺上瞒下，架空了责任承担，更是在于
原本为了倒逼安全生产的问责制度，到头来却反
倒被异化，为瞒报提供了动力。从这个意义上
看，要使得问责机制真正落到实处，首先必须消
除瞒报的土壤，那么对瞒报行为予以严厉追责，
当是题中之义。此外，此次瞒报采用的是冒名顶
替的方式，必然还牵涉到其他人员和问题，也应
该一并追责。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该起事件的疑问，还
不仅仅是表现在瞒报上。该煤矿曾为当地镇政
府投资，2013年被转卖给涟源当地的煤业公司，
这种转卖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的经济问题，相
关部门有必要予以倒查。事实上，这次三名官员
被追责，并非一般的行政处分，而是被立案调查，
或多多少少就说明其中的问题可能并非只是“瞒
报”这么简单。二是，矿难发生的原因，是否也与
相关部门的管理松懈甚至是“袒护”有关？

近几年来，矿难瞒报事件似乎较之于过去有
所减少。在这种大背景下，涟源矿难瞒报事故的
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某种公共安全幻
觉的戳破，即事故瞒报的风险并没有真正远去。
如何建立更为公开和有效的事故信息披露机制，
彻底压缩瞒报的空间和欺上瞒下的侥幸心理，仍
待更有力的制度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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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中院依最高法再审指令，对当
地农民王力军收购玉米获刑一案进
行再审。17日该案获得改判，玉米
收购商王力军无罪。

收购玉米改判无罪
@南方都市报：“让每一个人民

群众在司法中感受公平正义”，话说
起来容易，真正落到实处看来并非
易事。王力军案得到最高法指令再
审的“待遇”，正如本案再审辩护律
师王殿学所言殊为罕见，所谓“罕
见”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可遇不可
求。王力军案顺利启动再审的司法
动静不算小、司法成本不算低，参照
其他刑事申诉案件的坎坷经历便可
知王力军的这种“幸运”。本案再审
期间，在最高法再审决定认为本案

“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的前提
下，控辩双方才达成了无罪共识，包
括巴彦淖尔市检察院作为公诉方也
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王力
军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贩
卖玉米无罪，共识得来不容易。为
社会提供最起码合格的、专业的司
法判断以及司法供给，本身已经成
为社会的一项基本公共需求。社会
法治化程度的高低，衡量标尺其一是
典型案件、热点案件、疑难案件的司
法裁量水准，更重要也更普适的则
是，类似玉米商贩王力军以及仿真枪
系列案当事人一样在普通个案上的
一般司法体验。让民众在司法中感
受公平正义，更要让正义的到来少些
弯路、节约些司法成本，这是对依法
独立行使的专业化司法提出的要求。

@新京报：从大背景上讲，中央
已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
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央政法委书
记孟建柱也提到了“不盲目翻旧账”
的问题。在改革愿景与法律、政策
的落差中，如何发挥司法智慧就显
得尤为重要，王力军案显然颇具标
杆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在最高法
指令再审前夕，国家粮食收购政策
也悄然做了些调整。国家粮食局去
年9月修订的《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
理办法》已经明确，“农民、粮食经纪
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
食收购活动，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
格”。而今的无罪判决，可谓与之遥
相呼应。收购玉米获罪案最终改判
无罪，也是司法“善为”。也希望在司
法善意释放外，其他类似情形也能依
照溯及力“从新兼从轻”的原则，让更
多“王力军”被良法良治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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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乱象不只考验人性
◎李晓亮

涟源矿难瞒报戳破的安全幻觉
◎朱昌俊

半数富豪没有“高学历”，你就可以不读书？
◎蒋璟璟

锐评论

武汉砍人嫌犯
曾被确定二级精神残疾
其母：没管教好儿子，真心说声对不起

D 回忆之殇
16岁出去打工开始
他的性格开始变了

“他小时候很听话，家里人的衣
服都是他洗，还经常主动做家务，当
时家里有4头猪1头母牛，他放学后
会把猪食准备好，还会给牛准备草
料。”胡某东的母亲冉女士说。胡某
东在牌坊乡的邻居张先生也说，胡
某东和家人一起刚搬过来时，虽然
不爱说话，但对人很礼貌，也经常帮
家人干活，但最近两年却感觉“像变
了一个人”，也不知到底咋回事。

“大概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出
去打工，也是从那时起他的性格开
始变了。”冉女士说，出门打工后，他
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有时候会跟家
人顶嘴。“他出门打工这么多年，一直
没存到钱，平时有钱的时候，他花钱
也是大手大脚的。”冉女士说，胡某在
青海西宁与父亲一起打工时，曾在一
天之内花掉了700元，其中400元是为
了租车从西宁前往工地。

冉女士介绍，为了让儿子以后
能自己养活自己，家人和亲友最近
几年都曾劝他学手艺。“他学过理
发、摩托车维修、木工，但都没有学
成功。”冉女士说，去年春节和今年
春节，胡某东的师傅们还给他介绍
过工作，但胡某东最终都没有去，因
为他不想被人管。

2014年春节期间，胡某东在家
里和5岁的妹妹抢电视遥控板，“我
们以为他会让着妹妹，没想到他突
然发火，竟然用跳绳的绳子打妹妹
的脸。我们看见后，立即上前制止，
他还提起板凳准备打我们，被他爸
爸拦下了。”冉女士告诉记者，那个
时候，他们觉得儿子已越来越不正
常，当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
到2016年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他患
上了精神疾病。冉女士指着家里的
几个残损的坐凳说：“家里的门和凳
子，都被他摔坏了。”

2月18日中午12时25
分，在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
近，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
件。犯罪嫌疑人胡某东因每
碗面1元钱的差价，与面馆老
板发生口角纠纷，随后持面
馆菜刀，将面馆老板姚某砍
杀。

事后据警方通报，嫌犯
系四川宣汉县三墩人胡某
东，现年22岁。死者为湖北
十堰人，现年42岁，在此经营
面馆一年左右。

2月19日晚，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赶到胡某
东一家人的现居地宣汉大竹
县牌坊乡太平桥，2013年胡
某东一家从宣汉老家搬到了
此地。记着赶到太平桥时，
胡某东的母亲冉女士在家，
父亲胡某华在西宁打工。面
对记者的采访，冉女士掉下
了眼泪，称自己是19日下午
才知道儿子杀了人。

得知儿子在外惹了这么
大的事，冉女士不知如何是
好，称都是因为没管教好儿
子，给人家造成这么大的伤
害，真心对死者的家人说声

“对不起”，后面将积极配合
警方的调查。记者在采访中
获悉，胡某东在2016年三四
月份出现精神疾病后，家人
带起四处求医，还于2016年
10月为其办理了残疾证。胡
某东属于二级精神残疾。

B 村干部回忆
“那个娃儿不爱跟人说话
年前才知他有精神残疾”

“那个娃儿看起有点憨，就是不爱跟人说话交
流。”2月19日晚，宣汉县三墩土家族乡龙虎村村支
书尹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胡某东一家人在几年前
就搬到大竹县去了，可能那边条件要好些，但他们
的户口还在宣汉老家，所以在宣汉办的残疾人证。

由于目前的龙虎村属于合并村，尹某与胡某
东原本属于邻村，因此，尹某对胡某东一家人并
不是很熟。据尹某介绍，大约有10来年没看到过
胡某东了，但对他还有点印象——不爱跟人说
话。胡某东的伯父现在还住在三墩，但现在搬到
场镇上去住了。尹某说，胡某东有精神残疾这个
事是年前才知道，交农保的时候他们才把他的精
神残疾证拿来。

C 他的病史
去年在当地精神病院住院
被诊断出有精神障碍

据知情人士透露，胡某东曾于2016年上半年
在宣汉县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情况
有所好转，于2016年6月25日出院。宣汉县精神
病医院对胡某东的精神检查给出的结论是：意识
清楚，定向力完整，计算力差，衣着整洁，接触交
谈尚差，问话部分切题，易激怒，坐立不安，未引
出幻听症状；思维逻辑障碍，情感不协调，自知力
缺失，社会功能明显受损。诊断意见是：精神发
育迟滞伴精神障碍。

出院后，胡某东的家人于2016年10月向宣汉
县残疾人联合会提出了精神残疾申请。宣汉县
残联根据宣汉县精神病医院给出的精神检查结
论和诊断意见，确定胡某东精神残疾二级，“一切
都是合理合法，按照程序办的。”据知情人士介
绍，精神残疾分为四级，一级为最严重，二级次严
重，四级为精神最轻残疾。但精神残疾的定级不
适用于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在办案量刑等方面，
对于精神方面的问题单独有一套标准。

今年春节，他爸爸让他吃完饭后洗
碗，没想到他居然提起啤酒瓶要打

他爸爸，被我及时劝阻了。由于在言语上
有点冲突，他还差点把我打倒。后来，我
只好躲着他……”

事发前一天 曾求助母亲和堂兄
据胡某东的母亲冉女士介绍，原本计划胡某

东与父亲一起到西宁堂兄承包的铁路工地上打
工，但其拒绝前往。初十早上，回到宣汉三墩老
家的胡某东独自坐车到达州城，后来离开了达
州，不知去向。2月17日下午4点左右，一位姓蔡
的先生从湖北打来电话，她才知道儿子在湖北。

2月19日晚10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通过查询当天的通话记录，联系上蔡先生。蔡
先生说：“当天4点左右，胡某东穿着拖鞋，留着鼻
涕，在武汉宏基汽车站（距离事发现场很近）向我
求助，要我帮忙向他家人要点钱。”蔡先生当时想
帮他打了电话后再帮其买碗面条吃。“但等我打
完电话，发现他就一个人跑到车站去了”。

得知18日的命案就是胡某东犯下的消息后，
蔡先生特别震惊：“太不可思议了！”蔡先生回忆
说，胡某东当时找到他帮忙时，思维比较正常，除
了看到他冷和饿之外，其他并没什么异样。

辍学前听话 去年才为他办残疾人证
冉女士介绍，以前在宣汉县三墩中学念的初

中，但由于成绩不好，初中没有毕业便辍学，十六
岁开始外出打工。此前与堂兄一起在外面修铁
路。冉女士说，到儿子辍学前，都表现得很好，也
很听话，那时候在老家时，回了家还主动干农
活。出去打工后，脾气慢慢变得不好。

去年二三月份，胡某东精神出现异常，家里
带他到达州城里去看病，不料还被医媒子带到一
个小诊所骗了2800多元。去年4月中旬前后，家
里又将他带到宣汉土主镇上的精神病医院治疗，
前后一个多月时间花了1万多元。情况有所好

转，7月份又随父亲一起出去打工。

越来越暴躁，春节在家差点打倒母亲
冉女士表示，家长两方家里都没有精神病遗

传。对于儿子越来越暴躁的脾气，冉女士却是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今年春节，他爸爸让他吃完饭
后洗碗，没想到他居然提起啤酒瓶要打他爸爸，
被我及时劝阻了。由于在言语上有点冲突，他还
差点把我打倒。后来，我没办法只好躲着他。”

堂兄胡先生介绍，担心胡某东在家里惹事，
曾刻意将其带到工地上两年多。但他经常不服
管教，“这两年来跟我打过几次架”。去年在工地
上，胡某东不但动不动就跟别人吵闹打架，而且
在工地上搞破坏，行为举止越来越离谱。

在大竹县牌坊乡太平桥，胡某东的邻居称他
们搬到这里后，有邻居给了他们一点儿地种菜，
刚开始还经常看到他到地里劳动，比较听话。最
近两年看到他说话做事有点儿异样，但不是特别
突出。“突然听说他在外面杀了人，还是没想到发
生这么大的事情。”

因1元钱起争执，武昌面馆老板遭食客杀害

A 胡母说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兴罡 罗轩 曾业 摄影报道

家里被胡某东砸坏的凳子。

冉女士向记者展示她为儿子买来治病的药。

嫌疑人胡某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