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 论04 姻2019年 4月 8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袁南军

几天前沸沸扬扬的 野柔道冠
军实名举报村支书冶事件袁时隔 5
天已经有了眉目袁 桓仁县专项调
查组通报了初步调查情况院 举报
提到的 野打白条子 790 余万元顶
账冶野套取扶贫基金冶野两任村支书
搞一言堂冶 等问题皆属实或基本
属实袁而提到的野黑加工厂尧黑基
地冶野基层民主受到严重破坏冶等
问题并不属实袁被举报人已被停职
并接受调查遥

不妨把视线转回到 3 月 27
日袁微博实名认证为野国家柔道队
队员冶的马端斌发帖举报老家两任
村支书贪腐袁如投向平静湖面的石
子袁迅速引发舆论场高度关注遥 村
官腐败尧基层民主受破坏尧维权群
众遭打压袁类似话题连同所引发的
负面猜想袁一时间充斥于网络遥 如
果当地充耳不闻尧漠不关心袁或者
假意回应尧实际应付袁肯定无法满
足公众对公开和公正的渴求袁不仅
于解决事件本身无益袁也还会造成
更多公信力危机遥

汹涌舆情面前袁 公开是最好
的稳压器袁 真相是最好的终结
者遥目前并不清楚为什么马端斌
会选择网络公开举报 袁 也不清
楚事件发生地辽宁省桓仁县在
基层治理尤其是村官监督方面
是否存在漏洞 遥 但可以确认的
是袁 桓仁县快速反应 尧 快速调
查尧快速反馈的野三快冶做法袁有
力化解了此次由网络举报引发
的公信危机遥 认真细致的调研袁
快速准确的回应 袁 不但最大程
度满足了公众对事件真相的渴
求袁 也可以极大消弭了舆论场
里的各种误解和猜忌 遥 以负责
任的态度对待网络民意 尧 网络
舆情袁 算是守住了网络群众路
线的阵脚遥

野柔道冠军实名举报村支书冶
事件一经网络曝光袁当地即由政法

委书记牵头袁联
合县纪委监委尧
县委政法委尧县
公安局尧县农业
农村局等部门组
成专项调查组袁
发 放 公 告 500
份 袁 走访农户
665 户次袁 就具
体问题在不同地
点调查谈话 416
人次遥 为了刨根
问底快速查清真
相袁当地付出不
可谓不巨大遥 这
也从一个侧面
引人反思院如果
没有 野柔道冠
军冶网络举报的
噱头袁如果没有
滔滔舆情的万
众瞩目袁普通举
报会否得到基
层部门的高度
重视尧快速调查
呢钥本次事件可
谓是给各级政府机关提了一个
醒袁除了消解舆情危机的野舆情
思维冶袁更需要建构野法治思维冶遥
面对群众举报和反映的问题袁必
须要真正做到以法治筑牢公平
正义底线袁守护人民群众的切身
权益遥

然而袁对举报者而言袁无论任
何形式的举报袁 都要讲法治精神袁
严格以法律为准绳尧 以事实为依
据遥 不可否认袁许多不实举报是因
为信息掌握不周全造成的袁尚且情
有可原遥 如果故意捏造事实尧抹黑
被举报者袁又或举报者为了吸引关
注尧引起重视刻意渲染所举报问题
的严重程度袁这些做法不仅于法有
悖袁还会加重相关部门调查核实负
担袁导致不必要的公共人力财力浪

费袁相关举报者也要承担其应该承
担的责任遥 由此来说袁法治维权渠
道建设和法治精神培护袁 同等重
要袁缺一不可遥

野奉法者强则国强冶遥 法治社会
下袁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值得
守护袁 每一个维权诉求都值得珍
视遥 当且仅当举报渠道畅通无阻尧
解决问题马上就办袁才能少一些惊
诧眼球的野夸张举报冶袁多一些不打
折扣的公平正义袁以牢不可破的法
治围栏袁厚植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遥

4月 2日晚袁 一张某银行信用
卡中心免除凉山火灾英雄信用卡
未还清款项的海报袁 被大量转发遥
在这张题为叶致敬英雄曳的海报中
看到袁海报以消防人员火场救援为
背景袁海报下方写到院野在四川凉山
森林火灾中牺牲的烈士代晋恺为
某银行信用卡持卡人袁信用卡中心
决定免除逆火烈士的所有未清款
项遥 冶其中袁英雄名字及野免除冶野所
有未还清款项冶被放大加粗袁而银
行名被打了马赛克遥

这个广告甫一上网袁立马引起
一阵怒骂院 消费英雄袁 真是无德遥
英雄代晋恺到底欠了银行多少钱袁
有必要连名带姓给曝光出来吗钥还
有袁该银行到底是什么银行袁为什
么不让它露露脸袁给它的野善心冶做
做广告钥反倒给它打上马赛克钥所
以有人说袁 应该打码的姓名不打

码袁 应该曝光的银行却不曝光袁有
些本末倒置遥

依据去年五月一号开始实施
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曳规定袁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
公共场所尧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
视尧电影尧出版物等袁以任何方式侵
害英雄烈士的姓名尧肖像尧名誉尧荣
誉遥 发现上述不法行为的袁公安尧文
化尧新闻出版尧广播电视尧电影尧网
信尧市场监督管理尧负责英雄烈士
保护工作的部门袁应当依法及时处
理遥 而且袁未经英雄本人生前同意袁
将其欠款信息向社会公众披露袁侵
犯了死者的生前隐私袁是对死者人
格利益的侵犯遥

或许袁该银行会觉得袁他们真
是出于好心袁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袁
但是有没有考虑过实际效果和社
会反响钥事实上袁该银行就是浦发

银行袁昨天下午袁浦发银行官微对
此作出反应袁并深表歉意遥知错就
改是个好态度袁的确袁当英雄舍己
为人的精神被戴上利益的帽子
时袁 其本身的精神意义不是被玷
污了吗钥当大家缅怀英雄袁为那些
年轻的生命感到痛心时袁 商家却
拿着他的姓名来蹭热点袁 为自己
打广告捞客户袁 是不是有点掉钱
眼里了钥

英雄为国而牺牲袁他们中每一
位的名字理应都被铭记袁应当刻在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袁而不是刻在为
谋私利的广告宣传画上袁英雄的名
号是绝不能用来商业炒作和消费
的遥 尊重英雄袁实质就是尊重人民
的感情袁因为共和国雄伟安宁的大
厦袁 是用英雄的牺牲奉献所奠基
的袁对待英雄的态度袁叩问着整个
社会的良心遥

商业炒作英雄，底线哪去了
阴项向荣

“柔道冠军举报”
为基层治理带来哪些思考

阴鲁 阳

4月 2 日袁演员赵立新发问野日
本人为何没烧故宫冶袁 引发巨大争
议遥 此外袁赵立新还在微博发表了疑
似美化日军侵华的言论袁 并与网友
在评论区辩论遥 3日凌晨袁赵立新发
表致歉声明袁 称自己的表达方式以
及在与网友的思辨交流过程中出现
了很大歧义遥

按照赵立新自己的解释袁 一切
都是野语境偏差冶和野表达方式冶所造
成的误会袁 但这种大事化小的自我
辩白袁 显然不足以平复被点燃的网
络情绪遥 众所周知袁相同的历史经验
以及对其一致性的评价袁 乃是维系
家国共同体的价值基石之一袁 这属
于不容置疑尧 不容歪曲的 野认知谱
系冶袁 任何形式的否定或曰挑衅袁都
注定会触动禁忌并招致强烈反弹遥

所谓野历史判断冶袁必然形塑于
两个部分袁也即野史实冶和野史观冶遥 日
军侵华尧南京大屠杀袁没有在北京屠
城尧没有火烧故宫袁这些都属于野史
实冶曰而如何解读这些野事实冶袁如何为
之归因尧如何为之赋义袁这些都属于
野史观冶的范畴遥在主流历史学研究和
主流价值观范式下袁野日本人为何没
有烧故宫冶之类的话题完全是没有意
义的要要要我们没必要去关心侵略者
为何没有做某种恶袁因为这完全是一
个概率问题曰我们更需要去记住的应
该是侵略者做了什么恶遥

赵立新的野历史观冶袁其危险之
处在于袁架空了确定的尧宏观的历史
事实以及历史评价袁而抛出了一些细
枝末节的伪命题袁 并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语出惊人
的高明洞见遥 野因为没抵抗所以没屠城冶野因为抵抗了
所以大屠杀冶袁这些奇葩观点袁将侵略者的暴行归因
于受害者的野刺激冶袁将国破家亡淡化为某种技术处
理失当所引发的野事故冶袁这就算不是主观上想替暴
徒洗地袁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大致相同的效果遥此等奇
谈怪论招致舆论群起而攻之袁赵立新并不冤枉遥

野历史冶貌似人人可说袁可终究袁有些事情还是不
容乱说遥 野历史共识冶之所以是共识袁就在于其是对历
史事实的精准叙事袁 是基于正统史观所形成的公允
评断遥 对国仇家恨和民族创伤袁需要的是永远铭记袁
而绝不是那些标新立异尧哗众取宠的野个性诠释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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