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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凌晨5点多，山东临
沂的涑河北街，一支30人的健走
队伍在机动车道锻炼时，一辆出
租车冲进人群，造成一死两伤。
然而，一次事故并没能阻挡健走
大军的热情。近日，临沂一个健
走团再次上路，这一次，他们全体
队员身穿反光服、手持荧光棒，两
侧各有多名安全员，后面竟然还
有叉车跟着。这样一段视频被抛
上网络，又将暴走团再次推上风
口浪尖。（央视）

升级版占道健走，是否就合
理些了呢？二十八万网友参与讨
论，舆情倾向较为明显，似乎对此
并不认账。当然，健走团也自认
受冤：一则，并非故意侵占机动车
道，而是人行道有停车，绕路而占
道；再者，叉车非日常标配，视频
那天是偶遇同路叉车，安全员就
顺道上车。

这解释其实并不具说服力：
人行道遇阻，化整为零即可，不用
集体绕到机动车道。涉嫌扰乱正
常交通秩序，也是威胁公共交通
安全，更是拿自己生命在开玩笑，
多害而无一利。结论仍是，还是
老实本分依规而行。真为健康为
安全，锻炼就走健步道——哪怕
慢点。

悲剧本可避免，风险完全可
控，前提是大家哪怕讲最起码一
点规则意识的话。规则为何重
要，就在于它是退无可退的底线
保障。一旦公共生活的底线失

守，特别是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
秩序的律法底线，被无意识地屡
屡突破践踏，悲剧就很难避免。

列队，喊号，暴走，这或是健
走团的规矩，但个体甚至团体之
上还有法律，小规矩必须让位大
的社会规约和法律规则。法规当
然应该是刚性的，不能任由仗着
人多似乎就天然有理的突破它。

执法必严，是倒逼某些习惯性
违法绕不开的选择。不能因暴走
团晨昏上路，交警作息上有执法困
难，就任由其坐大。特别是在事故
频发重灾区，当地更应重视起来，
加大执法力度和频度，长效规制比
运动式选择性回应，更能扳其回正
途。制度和执法倒逼规则意识的
养成，才让人多也不敢占道不愿占
道成为内心第一选择。

很多我们之前不太在意的交
通陋习，现在都在一一得到矫
正。比如不少地方近期都在重点
整治斑马线车不让人的乱象，还
路权于行人；比如，近日网上热传
的那张上海宝山交警支队开出的
别样的交通罚单——车辆类型：
自行车。“上海对共享单车开出罚
单：逆行罚款50元”消息后，网友
的跟帖多为：“大快人心”。

汽车让人当然是汽车文明礼
仪和律法底线，但行人或非机动
车也必须守规矩，当健走团、行
人、单车、机动车，都能共同遵守
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那种侵道
占路的车祸悲剧才会日渐消弭。

暴走占道，遵守规则才是正道
◎李晓亮

“无犯罪记录证明”
要怒怼更要追责

◎朱昌俊

“彗星式”调研
让调研的价值大打折扣

◎蒋璟璟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
黄岩分局宁溪派出所的一份“任
性”的证明材料刷爆了网络。一
对夫妻为了孩子就近择校入学，
校方却提出要求——需父母一方
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派出所无
奈之下开具了无犯罪记录的证
明，同时对学校做法的合法性提
出了质疑，并请求该校取消该证
明。（上游新闻）

又见要求开具“无犯罪记录
证明”的任性要求，不过所幸，又
见民警的怒怼。而就在上个月，
广东亦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也是
因为家长为孩子申请入读义务教
育阶段公办学校时，被校方要求
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从而引
发警方“怒怼”。可类似事情一再
发生，仅有民警的怒怼，真能确保
不再有下一次吗？

早在2015年8月，公安部即
公布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
具的证明，“无违法犯罪记录证
明”正是其一。换言之，对于像孩
子入学这样的个人事项，不能要
求家长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相关规定已经作出非常明确的界
定，不存在模糊空间。但类似的
不合理要求却仍一再重复出现，
说明对此还须作规定之外的治理
延伸。

一方面，依靠出具“无犯罪记
录”等证明来推行管理，仍是单位
社会下治理思维的产物，一些管
理部门到了今天仍无法走出，更

多是出于卸责或是管理的惯性所
致；另一方面，正如民警所怒怼
的：难道小孩的父母有违法犯罪
记录，就可以剥夺小孩的读书权
利吗？这反映的其实是教育作为
一种最基本的权利，并没有得到
足够的认同，所以才会被荒谬地
与其他证明捆绑。由这两个方面
来说，要真正剔除对“无犯罪记录
证明”的管理依赖，不仅是要删除
有形的规定，更要实现管理思维
和权利思维的矫正。

就现实来看，尽管公安部门
已经明确要求不再开具，但一些
单位却仍“我行我素”，说明革新
的动力不足。面对这样的情况，
除了办事的公安民警能够及时怒
怼回去，相关部门更要对滥设证
明要求的单位，予以严厉追责，如
此才能加速对不合理证明要求的
清理力度。很显然，类似事件，都
是以民警怒对，媒体关注，相关单
位删除不合理要求作为处理结
果，但往往都未涉及追责，从而大
大弱化了“教训意义”。

严格追责才是最好的“老
师”。不管以何种理由，既然相关
规定要求不能再开具“无犯罪记
录证明”，那么再要求开具的，就
属于违规，而违规就对应的是追
责。当下一次的类似新闻再出
现，不只有民警的怒怼，而更有相
关责任人被追责，恐怕才能让人
更有信心的真正告别“无犯罪记
录证明”的困扰。

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基本
功。但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
一些干部热衷于“彗星式”调研,
为人民群众所诟病。何谓“彗星
式”调研？一位乡镇干部说得好:
省里下来个分管副厅长调研,市
里要安排副市长陪,副市长叫上
副局长,副局长又拉上业务科
长。到了县里,再加上县委书记、
县长、副书记、分管副县长……一
进村,人连成一串、车排成一队,
从头到尾望过去,可不就像拖着
一个长长尾巴的彗星？（新华社）

结合现实种种，不少人想必
都会对“彗星式”调研的说法深有
同感。的确，某些官员下乡调研，
已经习惯了声势浩大的大阵仗。
在前呼后拥之中，到底调查到什
么情况、研究出什么结论，很多时
候反倒没有人能够说清了。所谓

“彗星式”调研，可说是典型的形
式大于内容。

之所以会产生“彗星式”调
研，固然与形式主义所催生的迎
来送往之风不无关系，但更重要
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此。稍加梳
理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某些调
研队伍之所以会最终呈现“人连
成一串，车排成一队”的局面，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层层拉人、逐级
陪同的官场老惯例。

现实中所说的调研，通常可
以分为一般性调研和专项调研。
它们之所以都有演变成“彗星式”

调研的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结构，本身
就是垂直的科层制。任何一次正
式的调研，都必然会牵涉到各个
层级、各个业务岗位。就此而言，
一连串的公职人员被吸纳参与其
中也是有其道理的……既然如
此，我们为什么还说“彗星式”调
研是不合理的呢？这是因为，它
背离了“调研”应有的工作方法
论。

要知道，所谓的调研，尤其是
下基层调研，本身就是一种跨层
级的信息收集过程。比如说，官
员到乡镇调研，为的就是了解一
手信息、真实信息，这一举动可以
说是对常设的、自下而上的信息
反馈机制的一种极为有益的补充
和修正。可是，“彗星式”调研却
将各层级的相关官员都聚拢进
来，这势必会大大消解调研“直抵
一线”的功能。就这样，当“彗星
式”调研的庞大队伍，成为一个移
动的、微缩版的完整官场，那么调
研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彗星式”调研，从某种意义
上说，已经算不得是“调研”，而是
一种没有效率的、没有意义的集
体仪式。它并不能收集到真实信
息、作出准确的判断，反倒可能让
现实变得云遮雾绕，让责任变得
模糊不清。治理这一现象，显然
有必要进一步重申调研的基本规
范。

尹宇峰说，在砸窗救人后大约
五六分钟，小女孩的妈妈才出现，
原来她是到附近办事，就把小女孩
锁在了车里让她睡觉，看到一群人
围着车子才注意到，姗姗来迟。

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把女儿锁
在车内导致女儿昏迷的粗心妈妈，
发现民警砸窗救人后，只顾着查看
车窗的损坏程度，连孩子都不管，

“我喊她先不要管车子，先看看娃

儿，她才去照料娃儿。”尹宇峰说。
记者在现场执法记录仪视频中看

到，尹宇峰用手电筒砸窗救出小女孩
后，他的同事招呼现场医护人员，“来给
这个警察看一下手，他手受伤了。”

在视频中，尹宇峰婉拒了治
疗，反而说道：“先给小孩看一下，
先看一下小孩子。”经过现场医生
和护士检查，小女孩没有大碍，被
抱到阴凉处后醒了过来。

网友热评/
@帮与派：不砸烂怎么救

人，难道你的孩子还不如一扇
车窗？

@ray-mei：不是亲妈，故
意的！

@独看清风明月：车子是
亲生的，女儿不是！

@magic 小灰：是不是亲
妈？实在没想到。

律师说法/

若小女孩出现意外
粗心妈妈或担刑责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
所陈杨律师认为，民警砸窗的
行为属于紧急避险，目的是为
了使他人免受正在发生的危
险，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
取损害较小合法权益的一种行
为。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1
条规定，紧急避险发生的损害，
应该由加害人（引起危险的人）
来承担民事责任，而引起危险
的人，恰好是这个小女孩的母
亲，赔偿责任应由她自己承担。

另外，按刑法相关规定，这
位母亲作为小女孩监护人，应
该对小女孩的人身财产安全尽
到监护责任，若是由于该母亲
的疏忽，导致小女孩窒息死亡，
其可能还会涉嫌过失致人死亡
罪，这位粗心妈妈还要承担相
应刑事责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图片据成都青白江警方

7月13日下午4点，在成都
市青白江区大弯镇街道一路边
停车位，一名小女孩被粗心妈
妈锁在车里，高温炙烤下，小女
孩脸色通红，在车内昏迷不醒。

好心路人报警后，赶来的
民警用强光手电筒砸碎了车
窗，救出了小女孩，民警右手也
被碎玻璃划伤。

令人意外的是，将孩子锁
在车内的粗心妈妈，事后反而
抱怨民警：“为什么要砸烂车
窗？”这位妈妈光顾着看车窗损
坏程度，在民警的提示下才去
照料小女孩。

小孩被锁车内
民警果断砸窗救人

17日下午，大弯派出所民
警尹宇峰告诉记者，13日下午
4点55分，正是下午比较闷热
的时候，警方接到报警，在大湾
镇一路边停车位，有一名小女
孩被锁在了车里。

“一名遛狗路过的好心居
民，看到小女孩被锁车内后就
报了警。”尹宇峰和同事赶到现
场后，看到一名大约五六岁的
小女孩，躺在一辆黑色轿车的
副驾上，头向右偏朝着车窗，四
个车门已经被锁死。

“据报警的市民讲，他发现
这事时，车子已经停了半个小
时了。”尹宇峰说，此时室外温
度已经达到36℃，车内的温度
肯定更高，小女孩脸色通红，已
经昏迷了过去，他拍打车窗呼
喊，小女孩也没有反应。

随后，尹宇峰赶紧呼叫
120救护车，考虑到孩子父母
可能就在附近，他用扩音器在
周边大声呼喊，但并没有人前
来。

“车内温度太高了，如果拖
下去，小女孩有危险。”情况紧
急，尹宇峰拿出强光手电筒，用
手电筒尾部对着车窗，“砰！”车
窗被砸出一个窟窿，小女孩随
后被抱了出来。

记者从目击者处了解到，对于
警方砸窗救人，这位粗心妈妈反而
抱怨起了民警，说为什么要砸烂她
的车窗？这让围观市民很不解：

“不过好在小女孩没事，夏天家长
们一定要注意，车内高温，一定不
要把孩子锁在车内。”

记者核实采访了解到，这位粗
心妈妈不仅是抱怨民警砸了车窗，

甚至说过两句比较过分的话，“你
们凭什么砸我车窗？”“那我这个车
窗被砸找谁修？”

这位粗心妈妈的话语，也受到了
在场市民的谴责，不过尹宇峰还是留
下了自己的警号和姓名，并表示要后
续处理的话，可以来派出所找他。

不过，截至17日下午，这位妈
妈并没有到派出所找民警。

粗心妈妈去办事 把孩子锁车内睡觉

民警砸窗救人受伤
反被粗心妈妈抱怨：为啥要砸窗？

民警就是打破这扇车窗，救出的孩子。

7月13日下午，一名小女孩被锁在车内，高温炙烤下，小女孩昏迷了。

执法记录仪视频记录下了砸窗救人的一幕，民警尹宇峰用手电筒砸碎车窗，救出被锁车内热昏过去的小女孩。

砸窗救人的民警尹宇峰
讲述事情经过。

不会游泳、身患糖尿病、今
年已经 72 岁高龄的太婆，

却在危急时刻爆发惊人能量，将一位
落水孩童救起。17 日，成都龙泉驿
区茶店镇长丰村传开了太婆救人的
好人好事，72 岁老大妈陕书琼在面
对邻居家小孙子落水时，不顾自身安
危跳入水中，成功将险些溺忘的祖孙
二人救回。

“我们家四代单传，她不单是救
了我孙子，她是救了我们全家啊！”17
日，被救孩童昊昊的爷爷，向救人太
婆陕书琼表达了全家的感激之情。

孩童洗脚落水
奶奶拼死往上托

7月16日早上8点半左右，家
住长丰村5组龙泉湖边54岁的付
能芝跟往常一样，抱着脏衣服到龙
泉湖边清洗。头一晚刚从成都市区
回来的7岁孙子昊昊在旁边玩耍，

72岁的邻居太婆陕书琼则在旁边
不远的玉米地里干着农活，与祖孙
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着玩笑。

洗完衣服，祖孙二人一前一后
地走着，“奶奶，我下去洗个脚哈”
话音刚落，昊昊已经往湖边走去。

几分钟后，付能芝突然听到距
离自己20多米远的湖边传来孙子
的求救声：“奶奶，搞快点儿救我！”

原来，昊昊刚在水边洗脚，就被
湖边石头上的苔藓滑倒，头往湖心
方向倒入水中。不会游泳的昊昊分
不清方向，越扑腾越远。一旁的陕
书琼听到喊声，赶紧跑到岸边，四处
喊人，拼命求救，却没人应答。

听到孙子的呼唤，付能芝赶紧
扔下衣服冲到湖边，拿起锄头就向
孙子伸过去，可昊昊越漂越远，根
本够不着锄头。不会游泳的付能
芝救孙心切，跳到水里就冲了过
去，游到昊昊身边的时候，水已经

把付能芝淹没了。
“我当时想，今天要完了。我

已经50多岁，活了大半辈子了，可
我孙子才7岁啊，我拼了命地把孙
子往上举，自己一直在下面憋气，
要是有人看见了，孙子还有希望
活。”付能芝告诉记者。

72岁太婆下水救人
一根手指勾回两条命

险情发生时，陕书琼是离得最
近的人。

据她回忆，当时已经完全看不
见付能芝的身影了，只看得见昊昊
在拼命喊叫。陕书琼本想用缠四
季豆藤蔓的竹竿去救人，可她估计
够不着，于是直接跳进了水里。

“我一点都不会游泳，自己身
体也不好，糖尿病严重，眼睛也不
好使，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水一下
子就淹到我胸口了，可我还够不到

他们，我想差不多我们都完了。”陕
书琼说。

陕书琼感觉呼吸困难，准备搏
一把，她继续往湖心方向走了一
步，使劲往昊昊伸出右手中指，“我
就喊，昊昊，把手给我，快用你的中
指勾我的中指。”陕书琼记不清太
多细节了，只知道使劲喊昊昊。

千钧一发之际，陕书琼终于成
功够到了昊昊的中指，一把扯住了
昊昊的手，成功将其拽了过来，付
能芝也露出了头。陕书琼用尽力
气，最终将祖孙二人救起。

祖孙二人被拖回岸边，昊昊赶
忙跑回家里喊爷爷来支援。当在
水下憋气半天意识不清的付能芝
醒来得知孙子和自己都得救时，一
把握住陕书琼的手说：“天老爷啊，
还好有你救了我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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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太婆跳水救起
落水“四代单传”男童

孩子爷爷：你是救了我们全家

成都小女孩被锁车内昏迷获救
妈妈抱怨民警：“车窗被砸谁修？”

砸窗救女童的是与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