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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鲁迅名言检索火了，求真只是第一步
“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的著作权、署名权，也扰乱了网络环境、误导了
“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
广大群众。
你认为哪一句是鲁迅说过的话？事实上，
假名言也分“低配版”和“高仿版”。诸如
第一句是伪托鲁迅之名的假名言，第二句看似 “晚睡的人没对象”
“人只要有钱，烦恼就会减掉
无关的话语反倒是鲁迅的原话。近日，被网友 90%以上”等所谓鲁迅名言，用词、风格与鲁迅相
戏称“鲁迅语录搜索引擎”的鲁迅博物馆资料查 去甚远，一望便知真假。恶搞也好，调侃也罢，
询在线检索系统火了，该系统甚至因为网友的 多是网民炮制的段子，借助反差抓人眼球，这些
集中访问而数次崩溃。鲁迅语句一键查询、在 网言网语本身也是网络亚文化的呈现。至于那
线核对，让假名言无处遁形。有人说：以后再要 些伪造的张爱玲爱情语录、乔布斯成功名言，有
造鲁迅的谣，
可没那么容易了。
的真有几分形似，有的甚至不无道理，之所以不
不少网友呼吁：李白、杜甫、莫言、马云也需 用自己之名却假借他人之名，无非是拉大旗作
要“名言打假”。的确，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成了 虎皮，蹭名人的热度扩大传播力，这种假名言的
虚假名言的“重灾区”，从古圣先贤到成功人士， 欺骗性、危害性更强。但无论是哪一种，
“ 借蔓
从文学巨匠到知名学者，不少名人为编造的词 扬名”、吸引流量乃至获得利益，是名言编造者
句背了黑锅。假日记、假语录、假书单滥竽充 的共同动机。
数，通过搜索引擎、社交平台，一时涌现出来，有
从名言警句的需求侧看，
假格言之所以有市
的火爆一时，不少大 V、明星也不辨真假，成为 场，一方面说明人们对优质文化内容的强烈渴
假名言的“搬运工”。这一现象既侵犯了当事者 望，
另一方面也说明部分读者缺乏判断力。正所

谓我所看的都是我愿意看到的，
假名言之所以被 注的是个人如何甄别鱼龙混杂的名言警句，如
一些人视如珍宝，
正是因为契合了他们当下的某 何看待真假不一的网络信息。
种处境和心态。那些成功学鸡汤，
迎合了不少人
就信息而言，真实准确是深刻辩证的基本
飞黄腾达的幻想；那些偏执的社会批评，骂出了 前提。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才不会被假名言
一些人心中的愤懑情绪。心中深以为然，
再有了 牵着鼻子走。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说话写作
名人“加持”，点击转发、日常使用也就自然而 要句句有出处、时时勤核对，但不盲从、不迷信
然。其实，
无论是讲话时刻意使用各种名言装点 是基本的生活态度。就名言警句而言，它作为
门面、
代替论证，
还是写作时轻信各种二手材料， 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积淀，对我们为人处事、立
在生活工作中不假思索地人云亦云，
归根结底是 言行文有重要作用。除了名言真假，言语本身
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是思维的
“懒惰症”
。
的思想更值得关注。如果对名言对错缺乏反
在古代，大量假托孔子、曾子之名的伪书应 思，对名言产生的语境一无所知，把格言当作放
时而生，古人通过校勘、目录等小学工夫辨章学 之四海皆准的律令，
就容易误入歧途。
术、考镜源流；而现代，利用检索系统的火眼金
鲁迅曾说，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
睛，假名言很容易就能识破；通过法律手段，一 “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所以，与其背几
些恶意捏造他人言论者必将遭到法律的制裁。 句格言，不如潜心原著，透视作者的所思所想，
但破解假名言现象，并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 寻找经典与当下的连接；不如投入生活，在实践
管理问题，更是全民树立“打假”意识的观念问 中收获成长，在挫折中寻找经验，我们或许能从
题。网络的自我净化非一日之功，我们更应关 中得到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来源：
人民网）

□张田勘

交通警示语如何制作值得探索
日前，一段厦门海翔大道附近公路竖立的
警示牌视频走红网络。看看这些警示牌上的警
示语就知道为何走红了：
“ 你丑你横穿！”
“ 你横
穿马路，家人医院等你！”
“ 还横穿马路，被撞就
死翘翘！”当地安监站称设牌是因常有行人横穿
马路，存在安全隐患。目前，道路两侧防护设施
基本建成，
相关警示牌内容也已完成更新。
厦门的这几个警示牌不只是走红，也引发
了争议。赞成者称警示语有特色，说出了不文
明交通行为的严重后果，警示作用更大；反对者
称看到这些特殊的字眼觉得很晦气，
影响心情。
有争议显而易见，
但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
何制作警示牌和创作警示言语和图片，
才能既让人
乐意接受且不反感，
同时也能达到警示作用，
既保
护健康生命，
又减少财产损失的目的。
交通警示想要表达的是，如果不遵守交通
法规一是会大概率出事故，二是出了事故得由
自己负责并且要向受到损伤损害的他人负责，

承担法定责任。因此，警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让人产生警惕和警觉，
并马上改变行为方式。
交通警示标志共有 47 种，都在《道路交通标
志》中予以规定，指明通过颜色、图形符号、文字
等传递特定信息，用以管理交通、指示行车方向
以保证道路畅通与行车安全的设施。但是，这
些规定只是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应设置警示标
志，并提供了一些警示标志，但没有规定如何制
作警示标志。现在的交通警示标志出现了多样
化，效果也因人因环境而异。厦门的这几个交
通警示标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管理
方认为达到了比以前更好的效果，但有些公众
表示引起了心理不适。因此，管理方又更换了
这些警示标志。
如何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及其内容目前没有
统一规定，但是，交通警示标志显然是一个非常
具有创意的领域，纵观国内外的一些交通警示
标志，可以获得一些启示。现实的交通警示标

志大约可以分为中性的、温和的和直白的。
中性的占大多数，如：乱穿马路，失道无助；
超载超速，危机四伏；酒后驾车，拿命赌博；一秒
钟车祸，
一辈子痛苦；遵守交规，
储蓄安全等。
温和型的当数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条交通
警示语较有创意和出色：阁下，驾驶汽车时速不
超过 30 英里，你可以饱览本地的美丽景色；超过
60 英里，请到法院做客；超过 80 英里，欢迎光顾
本地设备最新的急救医院；上了 100 英里，请君
安息吧！
严厉直白的警示语可能算得上厦门的警示
牌：你横穿马路，家人医院等你！还横穿马路，
被撞就死翘翘！
对于这三种类型的警示牌，当然有不同评
价。厦门的警示效果比较好，
今年截至目前，
立警
示牌的海翔大道东孚路段未发生致人死亡交通事
故。但是，
在未设置严厉直白的警示牌之前，
有人
为了图方便经常随意横穿马路，
去年上半年这个

路段就曾发生两起致人死亡交通事故。但是，
这
种警示又引起了一些人的心理不适。
有没有既能有效警示人又让人感到心理舒
适的交通警示图片和文字呢？显然，马来西亚
柔佛州的警示语值得借鉴，但效果如何，并无确
切的统计结果。既然如此，以结果为最大的考
量因素，设置一些严厉直白的警示标志是值得
尝试的。
最现实的做法是，
向国外的香烟警示标志学
习。现在，全球有 118 个国家和地区的烟盒包装
印制了警示图片，其中 105 个国家和地区规定警
示图形至少占烟盒包装的 50%，
国外的警示图片
和文字展现了熏黑的肺、巨大的肿瘤、血淋淋的
癌症手术等，
这种警示比交通警示更直白严厉。
考虑到烟草警示的图文并举更能让吸烟者
戒烟，交通警示也可以考虑借鉴这种图文并茂
的形式，
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来源：
北京青年报）

□吴元中

男子 32 年后被改判无罪，或可适用精神赔偿
据报道，因涉嫌诈骗罪，今年 69 岁的江苏盐 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也规定，
城老人耿万喜曾在 1986 年被法院判刑 5 年。经 《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这类案
32 年不懈申诉，
2018 年 6 月最高法院第三巡回法 件发生在 199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依照以前的
庭最终撤销原判，
改判无罪。在其提起国家赔偿 有关规定处理，不适用《国家赔偿法》。因此，法
后，
江苏盐城中院于今年 4 月 30 日驳回了他的申 院驳回其赔偿请求不无道理。
请，
理由是他的情形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其律师认为，2018 年 6 月最高法才改判耿
耿万喜 1986 年 4 月 28 日被逮捕羁押，1990 万喜无罪，侵权行为一直持续到改判之时。这
年 9 月 3 日就被假释、解除羁押，
《国家赔偿法》 是把侵权时长和错误纠正历时混为一谈。
于 1995 年 1 月 1 日才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正如实施殴打是指相应的侵权行为，而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 是侵权人不予认错或赔偿就属于持续殴打一

样，不能因为错案一直没有纠正，就认为坐牢等
侵犯其人身自由权的状态就一直在持续着。
“改判前侵权一直持续说”固然站不住脚，
但身为错案受害者的耿万喜，就不该得到相关
赔偿？答案是
“不然”。
虽然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在《国家赔偿法》
实施前早已终结，但因错案状态一直持续，耿万
喜一直处于被冤枉状态，这持续给他造成的精
神伤害是毋庸置疑的。
也就是说，精神损害并不会随着羁押状态

的解除而终止，而是会一直持续到令他释然，即
到 2018 年撤销错误判决、宣布他无罪的时候。
所以，在精神赔偿方面，宜按照批复规定或法律
精神合理确定赔偿金额，而不能因为侵害人身
自由的行为不适用该法，使得精神受侵害的行
为也不适用。
在该案中，因一个错误判决，耿万喜不仅受
到牢狱之灾，还被单位除名，整个命运也被改
变。鉴于此，该给予的合法赔偿也不能不给，或
少给。
（来源：
新京报）

斩断
“黑手”
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获悉，河南省财政厅联合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11 个部门，自 4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斩断伸向惠民惠农尤其是扶
贫资金的
“黑手”。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