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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论点]
灾后心理援助须重视历史经验
雅安震灾，已经过去了几天。但现在
我们还不能松劲，现在，到了强调灾后重
建和灾后心理援助的时候。
灾后心理援助，是汶川地震，用幸存
者的鲜血和痛苦换取的宝贵经验。因此，
这次雅安震灾发生后，专门机构第一时间
启动心理援助应急行动，而来自全国各地
的心理辅导志愿者，也都纷纷奔赴灾区。
目前，心理援助工作已经展开。
我们相信，专家在专业援助方面比非
专业的公众更有发言权。但是，基于历史
经验，我们还是想强调几点：
一是，心理援助并不只是心理工作者
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灾后重建，工作
固然繁杂，但政府部门，必须持“以人为
本”的高度责任心，把工作落实到细节处，
避免“好心办坏事”和“无心之过”。从灾
情、社会援助、物资力量、政策信息等的及
时有效地传递，到救助、慰问、帮扶的各类
措施，都必须以恢复民众安全感，以及不
在民众伤口上撒盐为首要宗旨。
二是，心理志愿者的心理援助必须建
立长效机制。
“ 不能持续是最大的伤害。”
频繁更换心理援助人员，对受援助者而
言，就意味着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揭开心头
的伤疤。为了避免这类情况，对心理援助
志愿者需要有部门统一归口管理。
三是，要注意落实心理援助细节。包
括援助对象要科学规划，覆盖到全部灾
区；不要对某一群体多次重复心理援助；
专家在进行灾后心理研究时，应要避免对
研究对象的二次伤害。比如，已经提到的
汶川震灾心理援助的一个具体教训是，大
量发放调查问卷反而导致了被研究者或
被援助者的厌烦心理。
此外，心理援助，固然要关注丧亲家
庭、肢体创伤者等，但同时要注意，尤其不
能忽视孩子。孩子幼小的心灵，可能难以
排解由于震灾引发的关于生死的大问题，
以及恐惧的阴影。这些潜在的创伤同样
需要我们的关爱和重视。
总之，专业的事让给专业的人士来
做。
（
《京华时报》4 月 25 日）

雅安地震，在社交媒体盛行的自我实现
的透明时代，官方与民间大的合唱之下，关
于志愿者进入灾区盲目救援造成爱心拥堵
亦出现尴尬，些许的尴尬抑或正是进步不可
避免的痕迹，于摆在台面上的磨合与互动之
后，当有相互的适应与共识，这些都是社会
进步之基。
而饱受郭美美事件带来的公信力危机
困扰的中国红十字会，本想借时间淡漠的流
驶，在五年之后再现汶川地震后的强势表
现，然覆地之水却已难回公众信任的源头：
雅安地震后，在中国红十字会仅募集几万元
善款之时，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已然募集到
几百万。在深圳街头，当志愿者手捧红会募
捐箱走近市民，有市民竟然绕道而行，一名

[社会视点]

路过的男子称，
“ 去年红十字会发生了那些
事之后，
现在都不敢相信你们了”
。
如此图片，经由网路传播，实在是雅安
地震之后最为尴尬的一幕。对于地震后的救
助，
中国的民众抱以最大的热情，
从志愿者的
行动就可看出，
而对于地震后的捐款，
中国的
民众则报以少见的沉默。有的甚至把捐献的
人民币写成了抗议书——
“这是我捐给雅安
的钱，谁敢贪死全家！”如此中国式诅咒的不
信任书，当然也是志愿者大量进入灾区救援
冲动的成因之一罢，
毕竟善与善行之间，
不信
任的阻隔，又何止千万里可计？在这可以选
择的年代，
选择得最多的，
还会是不信任。
雅安地震之后，中红会确属动则得咎，
只要涉及红会，谣言就会流行，面对如此受

伤的不信任，中红会社监委选择了重查郭美
美案来挽救正在消失的公信力，中红会社监
委新闻发言人王永日前表示，社监委内部已
经对重查“郭美美事件”达成初步共识，红会
也表示愿配合这次调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郭美美事
件之后，权威的联合调查组不是已经给出了
干净利落的结论“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及商红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没有任何
关系”嘛，那今日重启还有何意义？郭美美
拿红会的身份来炫富是不该，但她当日的所
作所为，跟现在的红会还有何关系？红会在
郭美美事件中，又还有什么是没有说清楚
的？说白了，年少以裘衣宝马炫轻狂的郭美
美，不过是说出一个真实的谎言，以她与后

[公众表达]

晏扬（浙江 媒体从业者）

收捐款汇费不高尚但不
“卑鄙”
湖北武汉的吴女士日前通过某银行网
上转账给壹基金汇款 100 元，以表达对四川
地震灾区人民的爱心。然而让吴女士很不
舒服的是，居然被银行收了 2 元手续费，她
气愤地表示：
“现在寄给灾区的物资邮局都
不收邮费，银行还收手续费，连银行都要发
国难财吗？”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吴女士献爱心之
举令人敬重，她的愤怒也是正常的情绪反
应。但我还是要坦率地说，银行对汇寄捐
款收取手续费，这不是什么发“国难财”，相
反，对银行过分指责倒是有“道德胁迫”的
嫌疑。
银行原本就是对汇款收取手续费的，

[一家之言]

这是银行为客户服务应获的报酬，是其正
当权利。而在特殊时期，对于捐款这样的
特殊汇款，银行该不该收手续费？答案是
可收可不收。可收，是指没有任何法律法
规要求银行对捐款免收手续费，如同没有
任何法律法规强制人们向灾区捐款；可不
收，是指银行可把免收手续费作为一种捐
赠，与汇款人共同奉献爱心。说白了，银行
收不收捐款汇费，如同我们每个人向不向
灾区捐款一样，得凭自觉自愿。银行收取
捐款汇费，只是没在这方面做好事，但人家
并没有做坏事，你怎么能说人家是发“国难
财”
呢？
雅安地震发生后，全国邮政网点和储

蓄银行网点开通了免费汇寄服务，人们通
过邮局向灾区捐赠财物免收邮费。如上所
述，这是邮局做好事，免收的邮费相当于邮
局向灾区的捐款。可是，邮局这样做，银行
就也得这样做吗？不能因为自己献爱心就
要求银行跟着献爱心，更不能自认为站在
道德制高点，指责银行收手续费是发“国难
财”
，这种指责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胁迫。
收捐款汇费不高尚但不“卑鄙”。什么
才是发“国难财”呢？比如将人们的捐款揣
进个人腰包，比如在灾后重建中偷工减料、
制造豆腐渣工程，比如利用震灾实施诈骗
或借此哄抬物价……做这些坏事才是真正
的发
“国难财”，
应当予以严厉打击。

“大灾当前官位不要紧”
仍值得肯定
干部们的深思。大难当前当有特别措施，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自主性，应当以
“服从统一安排”为前提，而不是擅作主张
的角色错位，
从而导致事实上的脱岗。
不能用正当的目的，来掩盖行为上的
瑕疵，并给予选择性的判断。组织决定是
基于程序而非目的。
“ 官位不要紧”的道德
觉 悟 固 然 可 贵 ，但 遵 守 岗 位 要 求 更 加 重
要。只有具有了程序和规则意识，那么“官
位不要紧”
的道德觉悟才不会成为双刃剑。
从公共判断和舆论理性的角度来看，
我们仍应当给予“官位不要紧”的心理以道
德肯定，但又不提倡不遵守岗位要求的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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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于穿上皇帝的新衣而不自知。偏偏有不
识庐山真面目的此中人，
宁可枝头抱香死，
何
曾半点吹落北风中，中红会赈灾救护部部长
王平日前在雅安灾区接受采访说，红会不能
去官方化，
这是法律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
跟
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红会有权发起
募捐，
有权处分其接受的救助物资，
有的政府
部门提出将款物交出，红会不愿意交，但“基
层红会很弱，
很难办”
……如果中国红十字会
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人们不能期望震出一个新红会，连郭美
美那样的地震都不能。对于中国红会来说，
最大的地震就是失去权力的依赖，这一天终
究会到，但愿重新调查郭美美案会让中红会
明白——没有什么干爹是不可以失去的。

吴龙贵（云南 职员）

“干部子女不能升迁吗”
是个伪问题

堂吉伟德（四川 市民）

四川省芦山县清仁乡副乡长杨成毅因在
抗震救灾中工作不力，
被就地免职。这是震后
当地首次对干部免职。杨成毅说，
当时正带领
救灾物资往最偏远的一个村民组运送。有记
者询问，
是否有将隐情向暗访组反映，
他表示：
“没啥子要反映的，
我当时确实没有在现场，
我
服从组织决定，
而且现在大灾大难当前，
我这
个官位子不要紧，
只要能服务就好。
”
杨成毅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种
方式被免职。不过，免职自有免职的理由，
纪委也讲得非常明白。本应在“物资发放
点却未在”，显然属于“擅离职守”。这样的
提醒成为了个人的教训，也足以引起灾区

来的赵红霞来看，都为公众的权利作出了个
人的牺牲，这牺牲或主动或被追认无足计
较，但后果都足以理所当然地让人幸灾乐
祸，今日红会欲拿一个玩弄世事却最终被浮
云世事所玩弄的小女孩来祭旗，无疑是不人
道与缺乏怜悯心的。
红会的沉疴，旁观者说得很清楚：
“郭美
美案只是一个导火线，
最主要的是，
官方公益
组织体制导致的透明性不足、
对外响应缓慢，
在互联网面前，难以满足公众的‘苛刻’要
求。重查郭美美可以看作一个公关事件，但
很难根本性地扭转局势。
”
这是新联合公益基
金会在官方微博上的分析，
官僚化的机制，
导
致不透明、效率低，更使腐败疑云澄而不清，
此种宫廷运作拿一个无知女子来作替罪羊，

作与擅为。缺乏对程序和规则的尊重，以
目的正当与否作为评判依据，可谓当下价
值判断存在的缺陷，并最终导致行业、身份
偏见和误解。而固化的思维与根深蒂固的
认识，也不利于理性和宽容判断的形成。
官位不要紧是一回事，
当没有当官又是
另外一回事。两者之间本不矛盾，
也并无冲
突，
关键在于个人认知和岗位要求必须协调
一致。一个人只有在规则内行事，
才能将作
用发挥到极致，一个公职人员，也只有遵守
岗位要求，
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这是一个
基本常识，也是一条职场原则，对于当事人
和整个社会来说，
都极具启发和教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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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宁 25 岁女镇长事件仍在被关
注。日前，女镇长韩寒辞去现职。同一
天，韩寒的父亲，该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也辞去职务。此前，有网友质疑韩寒是依
靠父亲的关系，在三年之内完成了从科员
到正科级镇长的“火箭式升迁”。
（4 月 25 日
《中国青年报》
）
25 岁女镇长“火箭式升迁”一事刚刚
有了些眉目，
“父女官员同日辞职”便迅速
上演，整个事件看起来既像喜剧，又似闹
剧。舆论高压之下，该市市委宣传部一位
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没有确凿证
据，不能说她的升职与她父亲有关，
“只不
过她父亲是个干部，但干部的子女就不能
正常升迁吗？”
干部子女就不能正常升迁吗？孤立地
看，
这个反问无疑是有力的。升迁面前，
人
人平等，干部子女当然不能因为父辈的原
因而成为干部选拔体制中的
“异类”
。然而
放在具体语境中，这个反问不仅显得相当
可笑，
并且在逻辑上也漏洞百出。
一个很显然的问题，要回答“干部子
女能不能正常升迁”，先得回答“干部子女
是不是正常升迁”。以“25 岁女镇长”事件
为例。据媒体报道，韩寒她几乎每年换一
次岗位，次次升迁。从科员到正科级的镇
长，
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
而按照有关规定，晋升乡科级领导职
务的公务员，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
程度，并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而
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
员级职务三年以上。很显然 25 岁女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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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拔是违规的做法。都违规了，当然是
不正常的，
不正常了还谈什么“能不能”
？
制度是刚性的，任何一名干部的升迁
都理所当然要接受民意的监督，而不论你
是不是干部子女。从现实而言，干部子女
的升迁确实受到了更多的质疑，但这主要
是因为当前不少地方的干部选任体制缺
乏足够的透明度，而干部子女又拥有比普
通人更为强大的破坏规则的能力。所以，
公众真正关心的是程序是否公正，竞争是
否公平，信息是否公开，而非干部子女的
身份。更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干部子
女获得提拔的比例，要普遍高于非干部子
女，真正遭到质疑，乃至最终被发现违规
的升迁，
终究是小概率事件。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 干部子女就不
能升迁吗”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
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个伪问题的背后隐藏
着真问题。正如专家所言，干部子女违规
提拔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在于选拔程序
流于形式，问责太轻。显而易见，如果干
部 选 拔 不 是 依 据 程 序 ，而 是“ 大 官 选 小
官”，以权力意志为主导，并且没有严厉的
问责机制，那么干部队伍的流动就沦为拼
关 系 拼 资 源 ，而 不 是 个 人 能 力 和 素 质 ，
“升迁”就成为了一种内部游戏，而身处
这个游戏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出于本能
去维护这种潜规则，进而成为制度的践
踏者而非守护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尽管干部子女违规提
拔仅是个案，但其折射的却是一地权力生
态的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