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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宇霆

巴图孟和“纸上服刑 15 年”热
议未散，又一起“纸上服刑”上了热
搜。

内蒙古的王某因犯故意杀人
罪，本应在呼和浩特第一监狱服
刑，但他在狱外活动已达 7 年之
久，其间旅游、工作、结婚、生子，一
样不落。8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定，5
名狱医不同程度参与了对王某 6
次保外就医、1 次暂予监外执行的
病情鉴定造假，使未达到病情危重
程度的服刑犯王某“纸上服刑”，分
别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被
判有期徒刑3年至5年半不等。

保外就医，本是一项温情的监
外执行制度，根据我国刑诉法，对
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如果“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
等情形，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然
而，这种人本制度却沦为一些不法
分子的“避关奇招”和“生财之道”。

王某明明不符合条件，却仍享
受保外就医赋予的“身负重罪不用
实际坐牢”的待遇，离不开 5 名狱
医各显神通的“帮忙”。

这些年，巴图孟和、王某的“同
道中人”还有，广东省江门市原副
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 10年有
期徒刑，花费将近 10 万元买通看
守所所长、医生等人，违规获准保
外就医。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主
犯陈建明被判 8年有期徒刑，也是
拿着保外就医做“挡箭牌”，逍遥法
外8年。

我国法律对保外就医有严格
规定，明确“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
有死亡危险”“身体残疾、生活难以
自理”等 4 种情形可以保外就医；

“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等 3种情形
不允许保外就医。遗憾的是，违规
保外就医仍不时发生。

究其原因，与法规制度的滞后
也有一定关系。《罪犯保外就医执
行办法》和《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
残范围》制定的时间为 1990 年，随
着时代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
涌现，若干条款已显落后。

比如，对罪犯决定是否保外就
医，监狱的决定权重过大，而检察
监督不够；“兜底条款”让执行者的
自由裁量权过大，给违法操作带来
空间。在上位法《刑事诉讼法》《监
狱法》均已修订的情况下，下位法
也应与时俱进，不给不法分子以可
乘之机。

不仅如此，“徒法不自行”，如
果执法者出了问题，再严厉的规定
也会沦为一纸空文。在王某案中，
一些细节可谓“触目惊心”，一系列
审批程序形同虚设，从普通狱医到
分管领导层层失守。所以，对于狱
医这个群体，也应加强监督制约，
防止他们手中的权力异化成攫取
利益的“摇钱树”。

目前，内蒙古相关方面已对巴
图孟和“纸上服刑 15 年”展开调
查。在王某案中违法违规操作的
相关人员，也已受到法律的惩处。
然而，事情也许还不能就此止步，
有必要来一场刮骨疗毒的自我排
查，全面清理违法违规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进一步强化常态监
管，让保外就医经得起检验，让司
法公平正义经得起审视。

保外就医
何以成“监狱漏洞”？

□黄羊滩

9 月 4 日，国务院通报了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拖欠教
师工资补贴、挤占挪用教育
经费等问题的督查情况：自
2015 年到 2020 年 8 月 20 日，
拖欠教师绩效工资、生活补
贴、五险一金等费用 47961万
元，挪用上级拨付教育专项
经费 34194万元；假借推进供
销合作社改革名义，发起成
立融资平台违规吸纳资金，
变相强制教师存款入股，截
留困难学生生活补贴……

如 此 蚕 食 鲸 吞 教 育 费
用，手段之卑劣，吃相之难
看，后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
心。这样严重违反国家法律
和政策的恶行，居然在长达 5
年的时间里安然无恙，亦属
奇闻。

纵观通报，当地从教育
上“搞钱”的本事可谓得心应
手，毫无障碍。这边厢，挪用

大额度的教育资金毫不手
软。比如 2018 年、2019 年两
年间，大方县共挪用上级教
育专项资金34194万元，其中
中央直接下达部分 26027 万
元，占被挪总数的76%。

那边厢，“鹭鸶腿上劈精
肉，蚊子腹内刳脂油”，小额
资金一样也不放过，当地 4.2
万多名困难学生每人被克扣
50 元补贴入股一个信合公
司，导致210多万元困难学生
补助被违规截留。更不要
说，以发绩效的名义逼着教
师按照第 13 个月工资的 2.5
倍金额入股信合公司。

在国家三令五申提高教
师待遇、保障教师权益的氛
围之下，大方县却逆流而动，
滥用行政权力打教育费用的
主意，或直接挪用，或强令盘
剥，或雁过拔毛。

一般而言，在现有的制度
监察机制下，财政资金的任何
异动，很难逃得过监督的眼

睛。财政部门内部有严格的
内审机制，上级部门也会有年
度核查，专项资金的追踪制度
也十分完备。既然制度体系
如此严密，那么，这些教育资
金又是如何被挪出去的？又
何以能够在长达 5 年的时间
里没有被查？当地究竟有没
有正常的信访反馈渠道？

毕节属于贫困地区，本
来，在贫困地区，唯有教育才
是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当
地应该更加主动把教育当作
重中之重来对待，不仅要改
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也要
提高教师的待遇，以确保招
得来、留得住好的教师。同
时，也应该切实给那些困难
学生提供必要的救助，这些
理应成为各方的共识。

挪用教育经费的事情，此
前并不鲜见。但大方县的案
例又给各方提了一个醒，不要
低估地方政府“搞钱”的冲动，
不要放松财政管理的尺度，不

要天然地认为没人好意思去
打教育经费的主意。尽管这
些年我国的教育特别是义务
教育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但仍时不时有人试图蚕
食鲸吞这块“肥肉”。

教师节临近了，各地都
在营造重视教育的氛围。当
此之时，也不妨结合大方县
的案例，举一反三，查一查本
地是不是存在类似的挪用挤
占情形。重视教育，尊重教
师，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
不能一边讴歌一边盘剥。

大方县也该警醒警醒，
“推动城市建设成为县域经
济增长的新动力”，固然是一
条路径，但搞城建与发展教
育本身并不矛盾，何况，壮丽
的城市面貌也不能靠着一味
盘剥教育来呈现。

接下来，想想该怎么样
把挪用的钱找回来，补发给
教师和学生。当然，该问的
责也不能少。

如此“大方”盘剥教育，问责不能缺席

□澎湃

这几天，江苏昆山世硕
电子公司扔员工证的视频在
网上热传：发证者边点名，边
把证件故意扔到地上，让员
工一个一个弯腰捡起，每个
员工必须低头才能拾起这份

“工作”。这种“嗟来之工”引
爆了网络怒火。

有消息称，事件当天就
有大批员工从工厂离职。还
有一种消息称，公司主要以
高额返费吸引员工，每天都
能找到几百上千人，工人“想
走的也会走，不想走的出了
这事也不走”。具体数据有
待核实。员工走有走的道
理，不走也有不走的难处，但
这都不是企业可以如此羞辱
员工的理由。

企业被推上风口浪尖，
不得不回应致歉：“当事员工
不当作为，依厂规处理。”显
然，这不是要做出严肃惩戒
的意思。企业也没有向公众
做出起码的解释，3个员工为
什么要用这种极端侮辱人格
的方式给自家同事发证？他
们是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他
们为什么敢这么干？这是不
是企业文化的产物？

面对一则小视频引发的
舆论海啸，有人说主题是“底
层互害”，有人说主题是“大
厂的傲慢”，都不无道理。人
性中的倾轧“天性”和糟糕的
企业文化，往往相互渗透、彼
此诱发。没有具体员工的作
恶，谁来“变现”对同类的伤
害？没有不尊重员工的企业
文化撑腰，谁又敢这样潦草

行事、大而化之？
而工厂往往是务工青年

流动到城市的第一站，这里
的规则世相，很可能奠定了
他们对社会的基本认知，影
响他们今后的行事作风。工
厂点滴的文明善意，会成为
社会向善的一朵浪花；相反，
霸凌、羞辱、刁蛮则会向另一
个方向上推动社会风气。

企业可能觉得自己有傲
慢的资本，殊不知寒了员工
的 心 ，自 己 离 寒 冬 也 不 远
了。据公开资料，该企业主
要从事电子产品的生产，为
苹果公司提供产品组装代工
服务，背景深厚，员工规模庞
大，在劳务中介助力下每天
报名者源源不断。

然而这种“客似云来”表
象的脆弱性也很明显——留

得住员工何须流水席似的招
工？各大问答平台、求职平
台上对企业口碑的反馈也可
见一斑，老员工吐槽“黑厂”

“侮辱员工”的帖子一抓一大
把，天眼查上关于这家企业
的风险提示也绝大多数与劳
动纠纷相关，高流动性、高风
险性成了这家企业用工情况
的典型标签。把员工当韭菜
割，通过流动性来压低用工
成本，在普遍“用工难”背景
下，这条路长久不了。

用工不规范乃至违法违
规用工、侵害员工人格权，问
题不查实惩处，伤害的将是
整体用工环境和地方形象。
制造业是国家工业的支柱，
而工人无疑是制造业的底
座；失去工人的向心力，就会
失去很多。

企业不能这样对待务工青年
企业可能觉得自己有傲慢的资本，殊不知寒了员工的心，自己离寒冬也不远了。

周一围棋课，周三少儿编
程课，周五拳击课，周六马术
课，周日思维培训课……这是
某地一个7岁孩子的兴趣班课
程表。课程不仅排得满，内容
也与大众认知的钢琴、小提琴、
舞蹈等相差很大。

记者在吉林、湖南等地采
访发现，现如今部分家长为孩
子挑选兴趣班时，不以孩子的
意愿优先，而是专挑冷门、昂贵
的课程。这样“攀比型”兴趣培
养，亟待回归理性。 新华社

非理性的兴趣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