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媒体报道，9月10日，10岁
女童张易文在家人的陪护下来到
商丘工学院办理了入学手续。今
年是张易文第二次参加高考，在
商丘工学院组织的单招考试中，
张易文成功被该校录取，学制为
大学专科三年制。

@新京报：对于智力超常的
孩子，有必要尊重其个体的情况，
进行个性化教育，给予早上学、跳
级的机会，他们比其他同学花更
短时间完成基础教育进入大学，
不会被质疑为“拔苗助长”，而会
被认为是“因材施教”。对于智力
超常儿童的“因材施教”，是值得
肯定的，但是对于父母不尊重孩
子成长规律“拔苗助长”而打造所
谓“神童”，则要明确反对，有关部
门也有必要依法督促监护人履行
职责。按照我国《义务教育法》，
适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是强制性
的，在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不
接受义务教育，这是辍学，政府部
门、学校、监护人均有责任。

但近年来，因各种理由让自己
孩子辍学的家长，却时有耳闻。父
母按照自己的“理念”对孩子进行

“教育实验”，有相当部分并没有进
行科学、系统的论证。有些孩子经
过一番“实验”，知识是增多了，成
人后却无法融入社会。在有些国
家，孩子在家里接受教育是被允许
的，但一般而言，教育机构都会对
父母的资质、在家上学的内容、在
家上学的质量做必要的评价和评
估。简单来说，就是在家上学，孩

子也必须完成义务教育。
@澎湃新闻：任何拔苗助长

的行为都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
表现，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初衷。
这也就是为什么屡屡有人以减轻
学生负担、早出人才为由提出缩
短学制的建议最终都没有被采
纳，甚至被认为是不懂教育的表
现。中国古代曾有过专门针对儿
童设置的“童子科”考试，但之后
屡兴屡废，直到南宋时被彻底终
止，就是社会对童子试拔苗助长
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正像
南宋李伯玉所说的：“人材贵乎善
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
竞，以保幼稚良心。”

10岁儿童，不能接受正常义
务教育，被父亲“绑架”到自家培
训机构里，考进了大专。这不是
在培养“天才”，而是拔苗助长，践
踏法律。社会和政府部门必须亮
出鲜明的态度；不要用“速成”、浮
躁绑架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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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桌

燃油车“退出”：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李晓亮

更该关注“程序员自杀事件”
背后的婚姻信息联网问题

◎朱昌俊

继法国、荷兰、德国等欧洲国
家提出停止销售燃油车计划后，
中国也将这一计划提上日程。9
月9日，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
论坛上，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已启动研究传统燃油车的退
出时间表，同时备受关注的“双积
分”政策也即将发布。（21世纪经
济报道）

这是来自日前汽车产业论坛
的消息。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
示，全球汽车产业正加速向智能
化、电动化转变，为抢占新一轮机
遇，我国已启动传统能源车停产
停售时间表研究。当然，不管是
车企还是看热闹的，对此都不必
反应过度，盲目恐慌。以对相关
公共政策多年观察，这里“启动研
究”，只表示我们顺应大势，提上日
程。距离制定出确切停售时间表
还早；等有时间表、路线图，再到过
渡缓冲完毕，条件成熟，彻底禁售，
燃油车消失，传统能源汽车真正退
出市场，少说或还有几十年。

这不是信口开河。比如这回
虽再次强调“工信部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双积分管理办法，近期即
将发布实施”，但实则这或能改变
车市格局的双积分政策，却迟迟
不见下文。意思已经很明显，这
种拖延就等于事实上的延迟。而
且明年车企的新能源积分未达标
也“只统计不处罚”，也是明确的
政策过渡的缓冲期。

所谓双积分政策，就是一边
降低油耗比例，一边提升新能源
比例。从未来趋势看，这是不可
逆的。哪怕是在科幻片里，你见
过几种还在烧油冒烟的未来代步
机器？停产停售传统能源车，对
当下汽车产业，当然无异于割肉
断腕。但这个阵痛阶段，显然是
必经的，任何产业任何国家都绕
不过的。

升级创新，核心就是技术竞
争力，而这仍是我们最大短板。
国内燃油车退出好像还遥遥无
期，但各国及跨国车企已纷纷给
出自己时间表，集中在2025—
2040年间。由此倒推出，留给我
们时间最多也就一二十年。这是
彻底淘汰时间，而其纯电、插电混
动车型研发生产乃至量产入市，
多已完成。

双积分若再延迟，看似保护，
其实长远看这种溺爱的杀伤力更
大。外企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我们却用政策强行买缓冲时间。
时间无价，如此市场代价极为高
昂。就算短期国企技术研发实力
相差过于悬殊，但公共政策引导
和系统配套，不能同期滞后。至
少在能做的地方铆足劲，等技术
完备时，至少社会软硬件环境已
同步：比如北京要求新小区充电
桩成标配；国家电网与交通、路政
等部门应通力合作，确保道路沿
途充电桩和加油站一样完善。

上周末，iOS应用WePhone
的创始人、开发者苏享茂自杀的
消息引爆舆论，根据目前公开的
信息，苏享茂通过某相亲网站结
识其前妻翟某，翟某隐瞒婚史，并
在婚后对苏享茂进行“勒索”，苏
享茂无奈之下选择自杀。记者调
查发现，“程序员自杀”悲剧的背
后，是相亲网站无需实名制，简单
注册、甚至是虚构信息即可向其
他用户发信息。（新京报）

事件发生后，迅速引发了舆
论的关注和多维度的讨论。有人
指责苏享茂的前妻翟某有“骗婚”

“要挟”之嫌，也有人称涉事的相
亲网站因未实行实名制而导致翟
某成功隐瞒婚史。但客观而言，
翟某是否骗婚，是个法律问题，最
终只能通过司法机关的调查界
定；而悲剧起于相亲网站，从道义
责任的角度，相亲网站的确难辞
其咎。但在法律层面，正如有律
师指出的，相亲网站“作为第三方
网络服务平台，根据避风港规则，
其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关键要看
其有没有过错。”

这里的是否存在过错，主要
就是指其是否对用户提交的信息
尽到了法定和约定的审查义务、
对相关用户提供的举报信息尽到
了检查、协调义务。而目前这方
面的争议焦点，就在于相亲网站
是否核实了翟某的婚史。不过，
要厘清这一责任，必然绕不开一
个关涉所有人的严肃问题，即当

前公民婚姻信息的联网程度。
早在2012年7月，民政部就

宣布已在全国建立了省级婚姻登
记工作网络平台和数据中心，各
地婚姻登记机关实现了在线登记
和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审查。
然而，2015年8月还有媒体报道，
有效预防重婚、骗婚等违法行为，
民政部一直在推动婚姻登记全国
联网工作，但目前由于这一功能
尚未实现，出现了不少人异地重
婚、骗婚的案件。那么在这种情
况下，要求企业对用户进行足够
有效的婚姻信息核实，已然不切
实际。

在公民身份信息早已实现全
国联网的背景下，婚姻信息却依
然处于地域和部门间的“分割”状
态，着实让人诧异。由此所衍生
出的种种信息查询的不便不说，
也引发了多种现实问题。比如，
利用不同地方民政部门的婚姻信
息查询壁垒，重婚、骗婚案件仍时
有发生。再比如，相亲网站要审核
注册者的婚姻信息，也确实存在难
度。就此来说，由这次的极端个
案，相关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推进
婚姻信息全国联网的迫切性。

此次事件，翟某与涉事的相
亲网站到底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不妨静候司法机关给出最终的裁
定，舆论站队和道德批判都该有
所克制。而事件背后所牵涉到的
婚姻信息全国联网问题，才是真
正需要持续关注的“焦点”。

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
通过后，多方发出了通过政治和外
交途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呼
声。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表
示，中方始终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和平
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希望有关各方
积极支持中方劝和
促谈的努力。

当日例行记者
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东部时间 9月 11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
朝鲜核试问题一致
通 过 第 2375 号 决
议。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耿 爽 说 ，朝 鲜
不顾国际社会普遍
反对，再次进行核
试验，严重违反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
中方赞同安理会就
此采取必要措施。
9 月 11 日，安理会
一致通过第2375号
决议，反映了安理会成员维护半
岛及地区和平稳定、推进半岛无
核化进程及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
系的一致立场。决议同时重申维
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
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方式和平
解决问题，支持恢复六方会谈，并
且强调有关各方应当采取措施降
低半岛紧张局势等。中方希望第
2375号决议的内容得到全面、完
整执行。

耿爽表示，作为朝鲜半岛的
近邻，中方密切关注半岛局势发

展。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是中方处理朝核
问题，包括参与安理会审议时一

贯秉持的立场。要
解决半岛问题，有
关各方均应承担起
应有责任，发挥应
有作用，切实采取
措施缓和半岛紧张
局势，重启对话谈
判。朝鲜应遵守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
尊重国际社会普遍
呼声，不再继续推
进 核 导 开 发 。 美
国、韩国等方面也
应避免采取使局势
进一步复杂化的行
动。半岛问题必须
和平解决，军事解
决没有出路，中方
决不允许半岛生战
生乱。

耿爽说，中方提
出的“双暂停”倡议
和“双轨并行”思路

是解决半岛问题的现实可行出路，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给予积极考虑，
同中方一道坚持推动对话协商，为
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实现半岛和
平稳定作出努力。

耿爽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
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这一举措严重损害中国和本地
区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同时也
冲击了各方在半岛问题上的信
任与合作。既无助于推进半岛
无核化，也不利于维护半岛长远
稳定。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严厉制裁朝鲜
国际社会将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以及禁止

朝鲜海外务工人员向国内汇款等，以最大限度遏制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联合国安理会11日一致通过第
2375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
制裁。此项决议是安理会针对朝鲜
3日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作出的反
应，是2006年以来安理会第九次通
过针对朝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分析人士认为，安理会的新决议
既有对朝制裁内容，更强调和平解决
问题。相关各方应响应中方提出的

“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为
朝核问题的解决采取切实行动。

将进一步阻断朝鲜
从外界获取收入的来源

根据安理会的新决议，国际社
会对朝鲜追加的制裁措施包括，减
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禁止朝鲜纺
织品出口以及禁止朝鲜海外务工人
员向国内汇款等。

专家认为，新决议追加的制裁
措施将进一步阻断朝鲜从外界获取
收入的来源，以更有力地遏制其发
展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
所所长虞少华指出，新制裁措施中，
禁止纺织品出口将对朝鲜的收入产
生较大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教授成晓河指出，从新决议的制裁
措施来看，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
决议，给东北亚和平带来威胁，应该
为其错误行为受到惩罚；但是，新决
议在追加制裁措施的同时也为未来
国际社会斡旋谈判留下了一定余
地。比如，新决议没有全面禁止对
朝鲜的石油供应，而只是减少。

仅靠对朝制裁
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
一些国家一味强调对朝鲜追加制
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称朝
鲜领导人是在“求战”，她要求安理
会对朝鲜采取“最严厉措施”。

但分析人士指出，朝鲜发展核
导计划破坏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自然不对，但美国长期以来采取对
朝敌视政策，导致朝鲜陷入深深的
不安全感，是刺激朝鲜发展核导的
主要原因。

事实上，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
仅靠对朝制裁并不能解决问题。在
安理会的讨论中，不少安理会成员
国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其中包括

欧盟国家瑞典和意大利。最终通过
的决议除了提出新的对朝制裁措施
外，还包括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东
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和政
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支持恢复六
方会谈，强调有关各方应当采取措
施降低半岛紧张局势等内容。

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制裁遏制
朝鲜核导计划，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问题，是安理会决议的两个方面。
只有两方面都看到，才能完整理解
决议精神。

未来出路何方？
中俄早已提出可行方案

专家指出，作为朝核问题的两
个主要当事方，朝鲜和美国均应为
问题的解决采取切实行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朴键一表
示，解决朝核问题当然需要朝鲜弃
核，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致要求。
但现在美韩日老是以各种理由对朝
鲜进行军事威慑，比如最近美韩又
开始大规模军演，不断刺激朝鲜搞
核导开发。

其实，关于如何解决半岛问题，
中俄两国早已提出了可行方案。今
年7月4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以
中方提出的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
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行”思
路、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
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议和俄方提
出的分步走设想为基础，制定了解
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路线图”。

朴键一指出，“双暂停”倡议和
“双轨并行”思路才是朝核问题真正
的解决之道。

成晓河认为，中国提出“双暂
停”倡议是出于公心，为朝核问题谋
求转圜空间。美朝双方应冷静下
来，在合适时机开启谈判，不要纠结
于面子问题，要有大智慧、大战略、
大耐心。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
任郑继永说，在朝核问题上，中方的
立场是一贯的。要解决朝鲜半岛问
题，首先朝鲜应遵守联合国安理会
决议，尊重国际社会普遍呼声，不再
继续推进核导开发。此外，美国、韩
国等方面也应避免采取使局势进一
步复杂化的行动，包括联合军事演
习等，这也就是中方提出的解决朝
核问题的“双暂停”倡议。

美国东部时间9月11日，联合
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75号决议，
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决议同
时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
与稳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方式和
平解决问题。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社会将减
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禁止朝鲜纺
织品出口以及禁止朝鲜海外务工人
员向国内汇款等，以最大限度遏制
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
决议表决后表示，中方一贯坚持实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问题。第2375号决议体现了上述

“三个坚持”原则，表明了国际社会
反对朝鲜发展核和弹道导弹能力、
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致立
场。中方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要
求朝方停止核导开发的愿望和意
志，切实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议，不
再进行核导试验，切实回到无核化
轨道。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

发言时表示，安理会成员国应当继
续寻找朝核危机的外交解决办法。
他敦促安理会认真考虑俄中两国提
出的关于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倡
议。

涅边贾同时强调：“俄罗斯不承
认朝鲜争取核大国地位的诉求，并
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关于要求平
壤停止其导弹计划的决议，以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

针对朝鲜9月3日进行的第六
次核试验，美国在次日向安理会成
员散发了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供
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讨论。这是
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第九次
通过针对朝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
议。

今年7月4日，中俄就朝鲜半
岛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以中方
提出的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
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行”思路、朝
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
军演的“双暂停”倡议和俄方提出的
分步走设想为基础，制定了解决朝
鲜半岛问题的“路线图”。

我外交部：
中方希望第2375号决议的内容
得到全面、完整执行

中方
回应

深度
分析

安理会涉朝新决议：
要制裁更要和谈

要 解 决 半 岛 问
题，有关各方均应承
担起应有责任，发挥
应有作用，切实采取
措施缓和半岛紧张局
势，重启对话谈判。
朝鲜应遵守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尊重国际
社会普遍呼声，不再
继续推进核导开发。
美国、韩国等方面也
应避免采取使局势进
一步复杂化的行动。
半岛问题必须和平解
决，军事解决没有出
路，中方决不允许半
岛生战生乱。

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和
“双轨并行”思路是解决半岛问题的
现实可行出路。中方也呼吁有关各
方给予积极考虑，同中方一道坚持
推动对话协商。

朝鲜半岛问题必须和平解决，
军事解决没有出路。中方决不允许
半岛生战生乱。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75
号决议，就反映了安理会成员维护

半岛及地区和平稳定、推进半岛无
核化进程及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的一致立场。

在处理朝核问题时，各方应坚
持以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
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问题为原则，有关各方都承担起
应有责任，发挥应有作用，切实采取
措施缓和半岛紧张局势，重启对话
谈判。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安理会再次制裁朝鲜 和平解决是唯一出路
新华时评

改判缪新华等5人无罪——9
月12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在南平建
阳法院依法公开宣判缪新华故意杀
人，缪德树、缪新容、缪新光、缪进加
包庇再审案，依法撤销原判决，宣告
5名被告人无罪。失去自由最长达
14年的缪新华一家五口，终于等来
了期盼已久的清白。

2003年 4月6日，福建宁德发
生一起杀人案件。被告人缪新华
与被害人杨某曾系恋人，后各自成
家。2003年4月6日中午，缪新华
到杨某母亲住所找杨某的兄长杨
某某，下午2时，缪新华遇见杨某，
双方短暂交谈后各自离开。当晚9
时许，杨某从其母亲住所外出后失
踪，其随身佩戴首饰，并携带电话
本、钥匙。同月19日，在柘荣县城
郊乡一废旧房子发现尸块，经被害
人亲属辨认并经相关鉴定，确认死

者系杨某。
案发后，缪新华被认定为杀害

杨某的犯罪嫌疑人，缪德树等4人被
认定为帮助分尸、毁灭证据。2005
年8月，宁德市中级法院认定被告人
缪新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缪
德树等4名被告人犯包庇罪，分别判
处8年至3年不等有期徒刑。2006
年4月，福建省高级法院做出终审判
决，认定被告人缪新华犯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维持
其他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缪父去世时留下遗嘱：
等不到清白那天，不下葬

整个家庭的生活轨迹就此颠
覆。2006年，与叔叔一起，缪新华
的三弟缪新光最先出狱了。对于这
个年轻人来说，自由意味着更大的
压力：他去打工，去申诉，直到等来

二哥、父亲刑满释放，在继续等待大
哥缪新华出狱的时候，同样蒙冤的
父亲过世了。

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一遍遍重
复着案件疑点：主要定罪依据为口
供，唯一物证缺乏科学性。

9月12日，缪新光的大哥缪新
华，终于以无罪之身走出了监狱大
门。“大哥大半的人生都毁掉了。他
属龙的，现在41岁（注：事发时27
岁）。”缪新光感慨着，“他入狱14年
了，我们的冤屈已经14年了。”

最早恢复自由的缪新光，至今
忘不了父亲去世前的叮嘱：倘若真
的等不到清白的那天，千万别给他
下葬，“会死不瞑目”。

缪家5口蒙冤14年平反：
原判证据不足，依法纠正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各原审

被告人以未实施杀人、包庇犯罪，原
判错误为由，向福建省高级法院提
出申诉。2017年7月，福建省高级
法院做出再审决定，于2017年7月
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福建省高级法院再审认为，原
判认定原审被告人缪新华杀害被害
人杨某，并伙同原审被告人缪德树、
缪新容、缪新光、缪进加分尸、抛尸
的事实缺乏客观性证据证实，原审
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相互之间、前后
之间，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之
间均存在无法合理排除的矛盾和疑
点，有罪供述得不到其他证据的佐
证，且其他定案证据亦存疑。故原
判认定缪新华犯故意杀人罪，缪德
树、缪新容、缪新光、缪进加犯包庇
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
五原审被告人有罪，依法应予纠正。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

福建14年前故意杀人案、包庇案改判：

缪家5口无罪 蒙冤14年终获清白

美国东部时间9月11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刘结一（前排中）在安理会通过对朝鲜制裁决议后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