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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托”何以屡屡得手
逍遥多年？
□李晓亮

“学托”，仿佛是生造
词。拆开看词根，这个“托”，
其实就是熟悉的“酒托、婚
托、医托、饭托”的“托儿”。

“托”是多义字，最新释义“迷
子，帮助设套者成功的人，也
叫‘托儿’”，或是见识了现代
各种“托儿”后，衍生新义。

最新一起“学托”案：“跳
楼事件牵出‘学托诈骗’案
40多名家长被骗上百万”引
发关注。江苏常州武进警方
处置跳楼警情时，抽丝剥茧，
牵出背后入学诈骗案。嫌疑
人通过假证代办入学，诈骗
40 余名受害者，涉案金额
162 万余元。最终，学托和
办假证的都被依法起诉。

听起来，好像一次出警，
捎带办了个“悬案”；诈骗敛
财、作奸犯科的都被法办。
邪不压正，光明必胜。是否
真如此呢？回到“托儿”本义
上，能叫“托儿”，有两个要
件，一是“设套做局”，一是

“保证成功”。既然帮忙做
局，那就内外勾连，牵线搭
桥，居中办事，中间商赚差
价。

如是偶然的“买卖双方”
直接接头，就没“托儿”存在
的必要了。有“学托”说明

“入学买卖”产业化，规模
化，绝非特例。那在招生入
学、资质审查等方面，收钱

“内贼”也应严查。
回头再看，事发偶然；入

学诈骗，却非首次。这位“学
托”，在当地已是“声名在外”
的业界翘楚。三年前入行，
两年前“事业顶峰”时，“95%
以上的成功率”。

“学托”去年骗了一两百
万，何以屡屡得逞，肯定不只
是运气。到底之前靠谁蒙混
得手，也该倒查究责。

再者，这次纯属六位被
骗家长走投无路、维权无门，
才想借“跳楼秀”博眼球、获
关注，最终引起注意。从新
案到旧账，一起清查。为何
四十多位家长被骗，“学托”
却能逍遥三年？且最终被法
办，也还是因“不闹不解决”
的非常规维权。这不得不
说是一种遗憾。

其间法律责任也需厘
清：收受利益一方可能构成
受贿罪，“学托”包括花钱的
家长，则有可能构成行贿罪；
行骗敛财则构成诈骗罪。“不
管成与不成”都涉嫌违法，这
或是多数家长吃哑巴亏，也
不声张的主因。

找托儿上学，花钱被骗
还违法，即便侥幸入学，也要
担责。何苦来哉？“学托”何
故能多年逍遥，受害者何以

“跳楼”才解决，都必须彻查，
给出交代。

战 疫 评 论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日发布的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
计超过100万例。新冠疫情是21世纪全人类
面临的一次最严峻挑战，在此艰难时刻，全世
界唯有以空前的团结精神和坚定行动，才能
赢得最终胜利。

全球确诊病例破百万，遏制疫情、保护生
命刻不容缓，各国亟须有效开展联防联控。

疫情传播不分国界，在全人类的共同危
机面前，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如今，疫
情已波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关乎
各国人民安危的关键时刻，全球必须全面加
强合作，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警告，“我们最
终付出的代价取决于我们现在做出的选
择”。各国亟需在举全国之力制定科学合理
防控措施的同时，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尽力阻
止疫情跨境传播，如共同合作加快药物、疫
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攻关，建立区域公共卫
生应急联络机制，加强对非洲和中、南美洲等
防疫能力薄弱国家的帮助等。

全球确诊病例破百万，世界经济和社会
稳定面临的挑战再次升级，各国亟须加强宏
观政策协调。

疫情在世界快速蔓延，对全球生产和需
求造成全面冲击，金融市场巨幅震荡，世界经
济衰退风险与日俱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说，这场危机将是一次“对整个人类社会的
冲击”，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

为应对危机，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
策对冲力度，采取强有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应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维护全球金融市场
稳定；应该采取共同举措，保证贸易畅通，共
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全球确诊病例破百万，全球面临压力之
大前所未有，困境中守望相助至关重要。

“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深刻表明
全球的紧密联系及脆弱性。”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在会议声明中如此
论断。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风雨同舟、命运与
共，唯有守望相助，才能携手挺过最艰难时
刻。

为加强全球互助协作，谭德塞呼吁各国
提高个人防护装备产量，取消出口禁令，确保
物资在全球范围内按需公平分配。世卫组
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呼吁减免
发展中国家债务。“对这些国家来说，为照顾
其人民和避免经济崩溃，减免其债务至关重
要。”

在全球抗疫阻击战中，中国付出巨大牺
牲构建起“第一道防线”，为全球抗疫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窗口，也为世界战胜疫情注入了
信心；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中国
经验和中国方案，向多个国家派遣医疗专家
组；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及国际和地区组织
提供物资援助，大力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
防疫物资等产品……中国展现的团结协作赢
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疫情来势汹汹，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迫切需要国际协作。各国只要团结一心、
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彻底战胜疫情，挺过“至
暗时刻”，共同迎来明媚春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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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的瑞幸咖啡是“民族之光”？别逗了！
□ 杨鑫宇

将瑞幸咖啡称作“民族之光”，不仅是对
这个称号的抹黑，也是对那些更优秀的中国
企业的侮辱。

4月2日，在美股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咖
啡，陷入了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
当天，瑞幸咖啡公布了一项内部调查结论，调
查显示：在该公司去年总计29亿元人民币的
销售额中，有22亿元的销售额都是“伪造的”。

很快，这则令投资人目瞪口呆的消息，就
在市场上引发了剧烈的震荡，瑞幸咖啡的股
价当场暴跌，一天之内，其市值便蒸发了约
75%。4月3日，中国证监会就此事作出官方
表态，强烈谴责了瑞幸咖啡的财务造假行为，
表示将按照国际证券监管合作的有关安排，
依法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坚决打击证券欺
诈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显然，这家以
超低价格、明星代言而广为人知的公司，将为
其犯下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财经专业人士眼中，这起事件的是非
与损益十分清晰。规模如此庞大的“销售额
注水”，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都是
性质恶劣且无可辩驳的严重违规。这样的做
法，不仅严重挫伤了瑞幸咖啡的商誉与信用，
同时还极有可能为其招来市场监管机构的巨
额罚单。倘若处理不当，这颗正处于上升期
的“商业新星”，很可能陷入事关存亡的危局。

然而，尽管事件发生之初，大多数人都试图
以专业的视角理解这一情况，但是，一种令人大
跌眼镜的谬论，却悄然在社交媒体中流行了起
来。这种论调不仅对瑞幸咖啡弄虚作假的做法
毫无批判，而且还将其高高捧起，表示瑞幸“一
边骗美国投资人的钱，一边给国内消费者发优
惠券”，是“造福大众”的“民族之光”。

尽管从专业角度上看，这种荒谬的说法
根本不值一驳，但在瑞幸咖啡的大力优惠和
充满煽动性的网络言论“夹击”之下，不少网
民都“着”了这一论调的“道”，一时让荒唐的

“民族之光”之说占据了不小的市场。
从结论上看，这种论调当然是错的。之

所以有人误认为瑞幸咖啡是“民族之光”，是
因为他们把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所作所
为，错误地理解成了如同盗匪一般“干一票就
跑”的单次博弈。在这种视角之下，瑞幸咖啡
作为一家由中国人创立、在中国运营的企业，
骗到了美国投资者的钱，便成了一件“中国赚
了，美国赔了”的好事。

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资本市场从来
都不是“单次博弈”的场地，上市公司也不能

“干一票就跑”。对瑞幸咖啡而言，等待着它
的将会是市场监管机构的调查与处罚、投资
者的维权诉讼，以及现金流、融资渠道、信用
评级等方面的一系列风险与挑战。

而比这更糟的是，瑞幸咖啡的所作所为，
还很有可能在国际市场造成外国投资者对中
国企业的歧视与偏见，从而让其他兢兢业业、
诚实守信的中国企业无辜受累。事实上，绝
大多数在海外上市或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
都是诚实守信、业绩扎实、商誉良好的。这些
企业几十年来“走出去”的不懈努力，换来了
国际市场对中国企业的信赖与认可。但是，
一起恶劣的造假事件，便可能让这份来之不
易的信任生出裂痕。

因此，瑞幸咖啡在这件事上，不仅不是
“造福大众”的“民族之光”，而且可能“害”了
其他中国企业。对此，国人还应擦亮双眼，认
清事实。 据中青评论微信公众号

丰富电影网络供给
影业及时出货止损

是双赢
□ 蒋璟璟

国家电影局4月3日在
官网发布文章称，积极协调出
台政策措施，推动电影行业纾
困发展。其中称，国家电影局
协调财政部、发改委、税务总
局等部门，研究推出免征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及其他
财税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对
重点影片的创作和宣发支持
力度，指导各地出台帮扶电影
企业纾困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家电影局还积极组织优质
片源，丰富电影网络供给，满
足人民群众当前居家观影需
求。(中新社）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院线全面正常化尚待时
日。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地
方在试水性质“重开电影院”
之后，又有迅速将之收紧之
势。究其原因，其实也很好
理解。一方面，大多数电影
院就算是复业也是票房惨
淡，基本属于聊胜于无；另一
方面，作为人群聚集的密闭
空间，电影院造成疫情传播
的风险较高，有理由继续保
持审慎。

院线继续停摆，电影行
业的纾困发展，就成了一个
越发迫切的命题。除了财税
减免等优惠政策支持，国家
电影局发文专门提及“丰富
电影网络供给，满足人民群
众当前居家观影需求”。应
该说，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
信号。

众所周知，最近市场的
大致局面就是，电影厂商因
为缓映大量“压片”“屯片”，
供给侧严重淤塞；而另一方
面，观众则面临着“无新片”
可看的尴尬，无奈只能重刷
老片，或者转投海外影片。

理顺电影行业供需关
系，强化电影网络供给，无疑
是一个好思路。我们知道，
在春节期间，个别贺岁档电
影已经率先吃螃蟹，选择线
上放映。不论其经济效益还
是社会效益，应该说都可
观。有此样本在前，更多的
电影完全可以参照。事实
上，很多影视公司都面临着
严峻的资金回笼压力，有些
甚至还签有对赌协议，此刻
通过网络渠道及时“出货”止
损，是不错的选择。

“丰富电影网络供给，满
足人民群众当前居家观影需
求”，特殊时期，电影产业、电
影消费，都应该有新的方
式。这是随机应变，也是互
惠双赢。

确诊破百万
艰难时刻亟需全球团结协作

□乔继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