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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与!网黑"#隔一个举报人

大招

王言虎

$%&'
! ! ! ! 沪上知名面包品牌法式面包
!"#$%& 近日被内部员工爆料使用
过期面粉做原料! 引起社会高度
关注" 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接到举报当天! 查封扣押了该店
仓库存放的 '' 个品种 '( 个批次
共计 )*+ 包过期法国进口面粉!
目前已立案调查"
#史上最严$%上海市食品安
全条例& 刚刚实施!'全城最好吃
的$ '网红$面包店就被举报使用
过期面粉! 这是很多人始料未及
的" 把消费者的喜爱当为非作歹
的本钱!只能说这家'网红$面包
店被查是罪有应得"
据说!有人宁可排队三小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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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清明节眼看着快要到了! 据报
道!南京一公墓推出'代客扫墓$服
务-逝者亲属提出申请!公墓开设视
频直播间!亲属只需输入密码!就可
通过公墓官方微信观看 '代扫$全
程, 据说!还真有一些人预约,
此举在网上引起了一片争议,
'代客扫墓$ 究竟是失了祭祀的初
心! 还是结合时代特点对传统的延
续和创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支持者认为! 它是扫墓服务与网络
结合的新形式! 可以实现人们更好
地远程'尽孝$2反对者则认为!它让
清明变了味!让传统失了真!是对孝
悌的亵渎*
古人有诗云!'绵绵血脉浓于水!
片片坟苔淡似霜* 坟前敬上三杯酒!
万语千言付纸钱*$清明祭祖!是后代
缅怀先人+ 展现浓浓亲情的传统仪
式* 但'代客扫墓$!似乎很难体现这
种精髓*试想!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在墓碑前弯腰+献花+鞠躬!哪怕仪式
再庄重!与你本人又有多大关系(
如果说有关系!无非是钱罢了*
它做的是表面功夫! 缺的是一份真
情实感*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商业
行为+赚钱手段* 而申请者!恐怕大
多只是满足于一种形式! 或者说自
我安慰* 像一些购物网站也有不少
商家提供类似服务!比如'敬烟+敬
酒+代哭$等!难道对方哭得越天崩
地裂!就证明你越孝了吗(
所以!'代客扫墓$这种以'代$为
主体的形式! 别说传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的内涵!更'代$不动祭扫中情意的
交流+情怀的抒发+情感的表达* '代客
扫墓$与'代客哭丧$一样!某种程度上
折射出的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说得
不客气一点!这是对逝者的不敬*
即便因为时间或者距离的关
系!无法在清明这一天祭扫亲人!也
有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哀思! 比如换
另外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或者
开一个家庭'追思会$!哪怕只是朝
着亲人墓园的方向遥而祭之! 也比
花钱雇毫不相干的人哭一场强*
这世上! 并非所有的事都能
'代$* 心中怀有敬畏! 情感有所表
达!念念不忘就是最好的追忆*'买$
来的孝心!又能有多纯+多重(

要吃上 !"#$%& 的面包" 惜乎粉丝的
热情并没有转化这家面包店继续
前行的动力!反倒让其打起了产销
伪劣产品的如意算盘" 这注定是一
步错棋" 相比于 + 名涉案当事人被
依法控制!此事对该面包品牌所造
成的伤害!恐怕才是最致命的"
'网红$与'网黑$之间有多
远( 答案是一个举报人的距离" 所
以!那些看起来外表光鲜)口感良
好的#网红$食品!未必就不会藏
污纳垢! 有时候只是隐藏得足够
深罢了! 消费者不能被外在迷惑
了双眼* 同样要保持定性的是监
管者! 应对不同市场主体一视同
仁!#网红$店也没有豁免权*
甚至!越是那种受欢迎+被热
捧的食品越可能存在问题, 因为
热闹的表象会迷惑监管者! 认为

其质量上乘!放松了监管!助推一
些'网红$店作妖, 汉丽轩鸭肉充
牛肉)沃尔玛在售水产检出禁药!
都是活生生的前车之鉴,
!"#$%& 法式面包店'网红$神话
的破灭!我们尤其要感谢那位冒着
丢工作甚至人身危险的内部爆料
人',-+* 晋宝宝$, 在面包店无良)
监管滞后的情况下!是他主动站了
出来!成为那个'吹哨人$,虽然闵行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接到举报第
一时间就查处了涉事面包店!动作
可谓迅速!但如果没有''-+* 晋宝
宝$的调查与突破!该'网红$店的问
题可能就依然不会被发现,
食品安全领域! 我们需要的
正是这样的深喉! 这样的揭黑勇
士! 往往是他们先从内部攻破了
堡垒!监管才有介入的可能, 食品

安全专家冯文煦就曾表示- 全球
揭露的食品安全案件中! 政府部
门查出来的很少! 大部分是企业
内部员工) 竞争对手或维权组织
揭露的, 也正因此!包括中国在内
的全球许多地方都引入了 '吹哨
人制度$!用重金奖奖励内部人发
现问题!及时'吹哨$!监管跟进!
解决问题, 凑巧的是! 早在 ./')
年!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就在辖区
内食品企业探索推行'吹哨人$制
度! 此番 !"#$%& 法式面包店被内
部人及时'吹哨$!不知是否是这
项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
无论如何! 这位员工敢于站
出来揭露 !"#$%& 面包店所存在的
问题!其勇气与人格让人感佩, 健
全对'吹哨人$的保护与奖励!让
更多''-+* 晋宝宝$站出来,

给校园装上!安全控件"
,-./
! ! ! ! 近日!河南濮阳一小学发生踩
踏事故!一个幼小生命戛然而止+./
多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 根据当地
公告!事发原因是课间时间较短!学
生集中去厕所!拥堵导致踩踏*
这背后! 是短短十分钟的考
前间歇+逼仄狭窄的楼梯设计+不
合理的厕所布局* 据记者现场观
察! 全校 '*// 多人共用四间厕
所! 其中女厕坑位只有 .3 个!这
显然不是校园安全警钟的第一声

长鸣* 有研究报告显示!校园已成
为少年儿童+ 青年学生最为安全
的生活场所2但与此同时!另一份
调查却表明! 学校也正成为家长
们最担心孩子受到伤害的地方*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2危者!非
一日而危也!皆以积然* 往深层看!此
次事故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
校园安全问题!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
教育资源分配课题* 据悉!事发学校
共有学生 '*/3 人+.4 个班级!这明显
违反了教育部有关'城市完全小学最
大规模是 4/ 班+'4)/ 人! 班级平均
规模不应超过 3) 人$的规定* 这样

的'超载$!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教育资源的现实布局与实际
需求不匹配! 反映出当前不少地
方教育实践的尴尬* 一方面是优
质教育资源产生'马太效应$而聚
拢大量学生! 另一方面是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的教育资源供给不
足!既留下了教育的难题!也埋下
了安全的隐患*
保证校园里的一方净土!让
设施齐备的校园成为孩子成长的
保护层! 是实现这一心愿必不可
少的'安全控件 $* （盛玉雷 刊
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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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是日典礼极严肃!着学位制服
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自有北
京以来! 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
.罗氏演说甚好, $ 这是胡适
式..
'-.' 年在日记中提到的一次典礼,
所谓的典礼! 是指北京协和医
学院的开业仪式, 所谓的罗氏!则是
小洛克菲勒!日前去世的戴维/洛克
菲勒!是其幼子"
戴维0洛克菲勒是洛克菲勒家
族的第三代!一生传奇!被赞为'第三
代中最出色能干的一个$! 在石油产
业+银行业方面均有建树, 无意于为
洛克菲勒家族立传!而是感叹于其在
慈善事业上的倾力投入, 北京协和医
学院被称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
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
慈善援助项目$!其前身协和医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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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最近! 人社部放了一记 '大
招$! 颁布了一条事业单位人事新
规!看完全篇!通体舒泰!精神百
倍!虽然不属于新规惠及的主要人
群! 但也忍不住为人社部叫声好!
原来你的身段也能这样灵活3
新规名为%关于支持和鼓励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
指导意见&! 主旨当然是鼓励创新
创业* 但这次鼓励不同往常!它抓
住了创业者的痛点- 离开事业单
位!舍不得2不离开!又创不了业*
最后!创业的想法不了了之*
这一次! 人社部说-'想创业!就
去3 什么时候想回来!家都欢迎你3 $
人社部还说了!可以推荐你去
企业挂职+做项目!没做完!可以续
签2想在外面兼职创新!可以2想在
单位创业!可以2想离职创业!也可
以2离职创业中间想回头了!哪怕
原来的岗位被人顶了!突破岗位总
量也要让你回来* 而且!创业中取
得的成果! 一样可以作为评审职
称+竞聘的重要依据*
创新创业期间!工资待遇等都
可以商量*以前改革开放时!人事制
度放开!曾经大胆地迈出过'停薪留
职$这一步!现在是'留职留薪$!更
进一步* 如果你创新创业闯出来了!
想离职了! 事业单位也敲锣打鼓地
欢送你* 这一条!更显示出人社部高
度和境界大不相同* 想离职!说明你
成功了!发挥出更大的力量!为社会
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而不是局限于
一局一院一校的竞争*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概念!
最早是李克强总理在 ./'3 年 - 月夏
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 这是国家
基于转型发展需要和国内创新潜力
提出的重大战略!旨在优化创新创业
环境!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无
穷智慧和创造力! 让那些有能力+想
创业创新的人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实
现靠创业自立!凭创新出彩*
这样一项有创造力的改革!只
有配套上同样具有创造力的人力
资源政策!才会更有活力* %指导意
见&的主要适用对象是高校+科研
院所的专技人员!除高校+科研院
所之外的事业单位的专技人员!符
合不同创新创业方式要求的!也可
以提出申请* 让这些顶尖人才消除
后顾之忧! 甩开膀子! 扬帆出海!
'双创$必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洛克菲勒家族留下了什么
京 客
'-') 年被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后!开
始大举资金建设!如今已逾百年,
'收买豫王府旧址!计面积六十余
亩!建筑新屋十四座!外则画栋雕梁!
玉栏碧瓦! 集中华建筑术之大观!内
则设备周密!器械精良, $这是载进
%协医年刊&中的!今人可领略到协和
医学院当年兴建时的风采!足见洛克
菲勒基金会的大手笔,如今北京协和
医学院的附属医院11
1北京协和医
院的官网上清楚地写道-医院建成于
'-.' 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 建
院之初!就志在'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
中心$, 这正是不忘本的体现,
其实! 洛克菲勒家族并非一开
始就大获赞赏!相反!约翰000洛克

菲勒11
1洛克菲勒财富帝国的创始
人!最早开辟的是石油产业!其创建
的标准石油公司被斥为垄断, 老洛
克菲勒自称 '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
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洛克菲勒家族
越来越意识到!'做生意的时候感觉
就像和自己的良心进行赛跑, $'我
相信上帝给了我赚钱的能力! 并让
我尽最大的努力用之于人类的福
祉, $于是!一手聚财+一手散财,
在美国! 像洛克菲勒家族那样
热衷慈善的家族不少! 比如散尽千
金的钢铁工业先驱卡内基家族, 美
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一句名言1
'在巨富中死去2 是一种耻辱, $也
许在不少人看来! 这是一种道德绑

架!是逼着富人做慈善!但对于在慈
善上频频发力的卡内基来说!更像是
道德内省!惟有真正参透了财富的本
质定义!才会自觉做公益+搞慈善,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慈善事
业起步较晚!慈善文化不够发达!但慈
善进程并不慢, 如今!越来越多的富人
把慈善当成了终生事业, 很多默默无
闻的人! 他们力所能及地捐赠善款善
物!不为名利!不求闻达!不求回报!把
慈善当做自己的生活方式! 追寻着内
心的平静!这是我国慈善大厦的根基,
但我国的公益事业制度还有缺陷!一
切该披露的信息就要公开披露, 让制
度更健全一些! 我们即便出不了洛克
菲勒家族!也能涌现更多的慈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