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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天天给你推荐墓地，尤
其是早上。”

1月3日上午， 李女士接到一个
推销房产的陌生来电， 她告诉对方
自己不买房子， 对方竟问了句：“那
你买墓地吗？”便挂断了电话，随后
她又收到以上内容的辱骂短信。公
安局民警表示， 该推销员的行为属
于恐吓，如遇到此类情况，应妥善保
存好证据，以便维护自己的权益。

随缘就好：黑心的房地产商，卖
不掉的房子就给他们做坟墓。

木木：我倒是报过警，可是警察
不受理。离我那么远，我也没时间去
异地折腾。

目测距离： 从异常歹毒的房产
公司业务员的短信看， 房价是不是
真要降了。

变革管理研究：对于这种人，应
罚他到火葬场做10年义工。 至于其
所属楼盘或该销售员所属公司，应
当罚其赔偿被恐吓、 被骚扰者不低
于5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可磨练眼光。”

读初三的女儿， 每个周六和周
日晚上看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
勿扰》减压。令人意外的是，家长对
此表示支持，称只要节目内容健康，
既可让孩子缓解脑疲劳， 又能磨练
将来选择恋人的眼光。

柳岩姐姐：当看猴把戏就好。
日报人民： 这样的家长就是要

告诉孩子：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
要在自行车上笑。

书生ZS： 能看出正确的人生
观？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各种装，能
有啥看头，还磨练眼光？

华声视点

非常语录

《南方周末》官方微博昨晚发表“致
读者”， 全文如下：“本报1月3日新年特
刊所刊发的新年献词，系本报编辑配合
专题‘追梦’撰写，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
一负责人草拟， 网上有关传言不实。由
于时间仓促，工作疏忽，文中存在差错，
我们就此向广大读者致歉。”

南周新年献词“被改动”事件近日在
互联网上扩散，有南周编辑称见报稿出自
广东省委宣传部。昨晚南周的这条官方微
博，把事情起因做了澄清，真相与前些天
互联网流传的版本完全不同。另据环球时
报通过自己的独立管道了解，所谓“改稿”
确实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所写。

但在昨晚，微博上又有人贴出与南
周官方微博对抗的南周部分人员签名
信，看来事情尚未完全平息，南周内部
似出现分裂。

南周风波近日发酵，但仔细看，最积
极在网上扩散的人除了有一些目前在
南周工作，很多是早就离开《南方周末》、
与该报系如今已没什么关系的人，还有
一些微博活跃人士。他们在现实中很分
散，通过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最
新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

这些人提出的要求很激烈，表面上
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实际上谁都看得
出，他们的矛头指向了与媒体有关的整
个体制。

不管这些人愿不愿意， 有一个常
识是：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政治现实下，
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心中向往的那种
“自由媒体”。 中国所有媒体的发展只
能是同中国大现实相对应的， 媒体改
革必须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媒
体决不会成为中国的“政治特区”。

中国所有媒体都有自己的一些独
特细节，但像《南方周末》这样出了风
波时， 它的大走向最终一定不会是一
个“意外”。它的结果一定会展示十八
大之后中国政治的确定性， 而非不确
定性。

即使在西方， 主流媒体也不会选
择同政府公开对抗。在中国这样做，一
定更是输家。 一直以来有一些外围人
士试图推动中国个别媒体搞对抗，他
们是在坑这些媒体。

近日微博上流传过一些落款“南
方周末编辑部”的抗议信，但它们都不
是通过《南方周末》 官方微博发出来
的。以《南方周末》昨晚官微的声明作
参照， 整个事件看来在最初阶段就被
扩散者造了假。这实在不应该。

外部的一些人愿意看热闹， 如果
有媒体公开对抗现行体制， 这可比什
邡或启东的环保性群体事件“好看”多
了。如果有一家媒体真这样做，而且做
成功了，那可真是太有趣了，能给一些

人带来太多政治遐想。
但这只能是虚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今天的中国根本没有支持这样
做的社会基础，全社会的真正注意力是搞
经济，发展民生，社会不希望国家前途有
变数，毁了平静生活。

在一个真正动荡的社会， 某个人自
焚，某个小群体抗议，甚至在网上编个谣
言，都说不准成为一个惊人的开始。但现
实的中国是蓬勃发展、不断改革的，那个
“要出大事” 的中国是一些人凑到微博上
编出来想出来的。

新闻需要不断改革， 但有一样改不
了：中国是“打包的”，中国新闻和中国政
治在宏观上必然是协调的，互动的，这些
年中国新闻的弹性空间不断扩大，微博也
加入进来。与此同时中国政治的弹性空间
在同步扩大。但中国新闻决做不了同时期
政治不能承受的单独突进。

我们应积极、 大胆地实践自身改革，
我们同时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和定力驾驭
自身的改革，使新闻既是中国整体改革的
最活跃的部分， 又不与它脱节和割裂。否
则我们就是瞎闯，事倍功半，甚至损害中
国前进的大局。

希望所有喜欢《南方周末》的人配合
风波的平息，别逼一份中国报纸扮演它无
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的对抗角色。

■转自《环球时报》社论

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

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确定了
2013年工作思路，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涉
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四项改革”确定为
2013年工作重点。

《人民日报》曾于去年撰文称，“‘劳教
制度’这一特殊形式的惩罚，制度模糊，违
反了《立法法》， 已经陷入了不合法的窘
境”。而事实上，近年来社会上已经形成了
广泛的呼声， 要求尽快将这一“恶法”废
除，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正是在
这一舆论形势下，饱受诟病的劳教制度改
革被正式提上日程，确定为2013年的政法
工作重点。

因劳教而引发的社会争议一直存在，
尤其是当劳教演变为一种控制公民自由、

侵犯正当权益的手段后，它的合法性更是
受到了最大程度的质疑。在这种演变过程
中，“劳教”俨然成了一个口袋，不仅违法
的人受惩处， 甚至普通人也开始被劳教，
如任建宇转发微博被劳教、妇女进京探亲
被劳教一年、唐山劳教所学员“骷髅死”和
“一元劳教案”、“遭轮奸幼女之母被劳教”
等案例。在这些案件中，劳教已经凌驾于
宪法之上，成了非法剥夺公民权利、无故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法”。

“劳教”起源于我国1950年代颁布的《关
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当
时主要针对没有触犯刑法的，“罪责较轻”的
“右派”，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管理，并由国
家发放一份工资。但随着“右派”这一特殊政
治意识形态产物在历史进程中的淡化，后来

的劳教便主要适用于“年满16周岁，符合包
括危害国家安全、扰乱工作生产秩序和教唆
他人犯罪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刑事处罚
的人员”。但值得注意的是，劳教制度始终只
是一部行政处罚规章，并非刑事法律。

在制度模糊下，“劳教”的惩处手段却
并不含糊，且这种越位之举经常以嚣张的
姿态呈现，在法治进程中，这种模糊制度
所导致的恶果明显表现出其对法律、社会
的破坏。《立法法》等法律的颁布，明确指
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
设定，而作为行政处罚措施的“劳教”自然
显示出自身的“非法”性质。

这样一部“恶法”，何以“纵横”多年而
不被废除？这其中牵涉到的除“制度正义”
的迟到和缺席之外，更有诸多的利益勾连

在维系着它的运转。由国家拨款的劳教场
所，工作人员待遇低下，被劳教的人自然
成了劳教场所的“创收源”，曾经就有工作
人员在收受贿赂后替劳教人员办理“劳教
所外执行”，在重庆市，帮助劳教人员进行
“劳教所外执行” 的中介甚至有专门的称
呼———“捞人串串”，劳教带来的“创收”无
疑是这部恶法退出历史舞台的巨大阻力。

多年的舆论积压，以及法治社会建立
中对不适应现代法治要求的制度的反思
与纠正，都意味着须尽快铲除类似“劳教”
这样的制度怪胎，从当初收容遣送法的废
除到拆迁“变法”，这些制度嬗变不仅符合
民意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化的需要。希望
接下来的劳教制度改革能够落到实处，将
其驱逐出历史舞台。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应尽快拿掉劳教这个“怪胎”

本版文章同时在华声在
线 评 论 频 道 http://opinion.
voc.com.cn/刊出， 欢迎跟帖
进行回应和争鸣。

那些不利于打通心结、凝聚共识的
僵化观念，那些放任信仰缺失、价值迷
失、信任流失的错误行为，都应坚决摒
弃。

元旦的钟声尚未从耳畔消失，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如何跟上时代节拍，又成
热议话题。3天前，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
长会议上强调的“政治意识、服务意识、
问题意识、改革创新意识”，尤其是重提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要求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与时俱进，释放许多意味深长的
信号。

某种角度看，这也是新一届领导集
体“求真务实”作风向宣传文化战线的
延伸。一个多月来，“中国梦”点燃百姓情
怀，“不封路、不清场”传递作风转变。冒
雪走入大山询问百姓“恼火事”，掷地有
声宣示深化改革———这扑面而来的清
风、坚定有力的步伐，令无数人心中升
腾“我们离梦想从未如此接近”的信心。

聚首京城的各省市宣传部长们，想
必也感受到了这强劲的节拍。一个国家
要发展进步，离不开健康向上的主流思

想引领；一个社会要和谐稳定，必须靠
良好舆论环境来支撑。当此之际，各地
宣传战线的管理者能不能踏准中央的
节拍、顺应时代的节奏，不仅关系新一
届领导集体树立的务实开明形象，更
关乎改革开放大业的推进、 两个百年
目标的实现。

在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 建设和
改革开放各个时期， 思想文化宣传无
疑起到舆论先声的重大作用。 民主革
命时期，我们党以“一支笔”唤起工农
千百万， 成为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
宝；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真理标准的
大讨论，推动了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
新世纪以来，从提倡“三贴近”到践行
“走转改”，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为推动
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营造了良好
氛围。

然而， 当下摆在新闻宣传管理者
面前的考验，前所未有。各种思潮此起
彼伏，凝聚共识的任务更加艰巨。壮大
主流思想变得异常重要。也因此，那些
不利于打通心结、 凝聚共识的僵化观

念，那些放任信仰缺失、价值迷失、信任流
失的错误行为，那些手段单一、自以为是
的生硬说教，都应坚决摒弃。

由此观之， 中央领导强调“四个意
识”，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
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可谓点中要义。思
想文化战线的管理者不妨思考探索：社会
观念多元多样，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内化为群
众的认同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让党
心与民意同频共振？面对教育、医疗、食品
安全等民生问题，如何发挥舆论监督的建
设性作用，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培育良好
社会心态？传播技术、媒体格局、舆论生态
发生变化，如何强化受众意识、时效意识、
服务意识，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好，把当代
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
映好”。实现这些“好”，唯有更深入地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唯有更坚定地
站稳立场、直面问题、改革创新，才能跟得
上时代的节拍。

■ 陈焜 转自《人民日报》

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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