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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换人生28年事件：
每一个错误都应该被纠正

媒体观点

共建
“免疫长城”
献出一
“臂”
之力
□ 新华社记者 王琳琳 徐鹏航
当前，全国各地正按“应接尽接、梯次推
进、突出重点、保障安全”原则，对重点地区、重
点人群、重点城市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自
去年 12 月 15 日以来，短短 4 个月，我国新冠疫
苗接种总剂次已升至全球第二，但距建立群体
免疫屏障仍有不小距离。早日建成“免疫长
城”，
亟需健康人群献出一“臂”
之力。
随着云南瑞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近期我
国疫情形势总体向好，这为“五一”出行开启了
绿灯。然而放眼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处在高水
平流行阶段，每日报告病例数高达 30 万至 50
万，且上升趋势不减。这意味着，来自境外输
入的压力没有减轻，由境外输入造成局部疫情
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值此“窗口期”，大力推
进国内疫苗接种是未雨绸缪的关键之举。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多次提示，我国建立起
群体免疫屏障大约需要 10 亿人接种疫苗，才能
产生理想的群体免疫保护效果。如果国内疫
苗接种量迟迟不达标，最多只能起到个体保护
作用。也就是说，当有传染源输入时，还会发
生流行疫情，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只要接触到新
冠病毒还会普遍易感，无法得到保护。这正是
公众科普频繁提到“接种疫苗既是保护他人，
更是保护自己”
的基本逻辑所在。
此外，一大不可忽视的变量来自新冠病毒
变异。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主要流行地区的毒
株变异仍未超出可控范围，此时加快接种进程
就显得更加刻不容缓。只有确保接种速度始
终跑在病毒变异的前面，尽早将疫情遏制住，
才能真正避免因病毒变异失控导致的疫情加
剧甚至疫苗失效。
目前，为加大疫苗接种力度，我国确定了
“应接尽接”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这意味着，
所有健康人群的每个人都承担着一份光荣的
使命责任，献出自己的一“臂”之力，为老人、儿
童和免疫力薄弱人群早日构建起坚固的“免疫
长城”。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则要加强保
供、分配、协调力度，抓紧解决部分地区出现的
缺苗问题，确保所有健康人群都能便利、及时
接种上放心疫苗。

做香油岂能
“恶鬼推磨”
□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一起特大跨区域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案的
侦破，揭露了香油行业“掺假”潜规则。以浓纯
著称的小磨香油生产者竟是一群毫无底线的
“恶鬼”，对人体有较大危害的“红油”和“香油
精”被掺了进去，还堂而皇之地当作纯芝麻香
油售卖。
“毒香油”从单一的作坊生产到形成上下
游产供销齐全的产业链，甚至逐渐成为行业
“潜规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人们不禁要
问：
“ 恶鬼推磨”生产出来的香油，背后有没有
“钟馗失职”
？
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屡屡刺痛百姓神经，
引起高层重视，但似乎按下葫芦浮起瓢，不断
有人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或许问题不仅仅
是商家利欲熏心，更有监管不到位。媒体不曝
光不动、事情不闹大不动、上面不吆喝不动，似
乎成了一些地方市场监管的惯性。还有处罚
力度问题，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违法成本
过低，
怎能形成震慑效应？
像“毒香油”这样的问题，相关地方监管者
不大可能毫无察觉。如果
“钟馗们”
出于地方利
益、
人情关系甚至私利，
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甚至沆瀣一气，
恶鬼必然恣意横行。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再强调也
不过分。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
当务
之急是监管部门增强工作主动性，加强日常检
查抽查，
同时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处罚
力度，
让利欲熏心的商家不敢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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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不予立
案”不是解决
问题，而是制
造问题。既
不认为是“错
换”，也不认
为是“偷换”，
就是把法律
应该解决的
问题推给当
事人。

4 月 21 日凌晨，开封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河南
便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也很难给出非此即彼的
大学分别发布“错换人生 28 年”事件通报与情况说
评判。对于“不予立案”的结论，姚策的生母和养
明，对事件调查核实相关情况进行说明，并决定不
母给出了不同的反馈，这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
予立案。对此，有媒体认为，
“不予立案”的结论令
诉求的正常反应。生母杜女士认为，不予立案是
人担忧，事实从此被尘封掩埋，当事人受到的伤害
对姚策的告慰，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毕竟整个
永无弥补之日。惟有把调查进行到底，还原事实
事件中，最不幸的就是已经病逝的姚策。但养母
真相，
才能还当事人一份公道，
给公众一个交代。
许女士执意地寻求真相，似乎也不能说是过份的
我支持这个观点。无论是“错换”，还是传说
要求。
中的“偷换”，都是由于错误导致的，而每一个错误
此外，许女士是在认为姚策是亲儿子的情况
都应该被纠正。只有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真相， 下为他买的房，现在既然证明不是亲生，欲索回房
才能把这个错误的损失降到最小值。从警方事件
产，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姚策的妻子又
通报的具体内容来看，出生证日期、二胎落户、婴
做错了什么，在失去丈夫之后，又得失去房子，这
儿襁褓等案件细节，前后说法并不一致，通报也未
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给出明确答复，
“不予立案”
的结论略显草率。
很悲凉，也很无奈，也许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也就是说，
“不予立案”远远不是事情的结束， 亲情撕裂之后，
也就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姚
而是为诸多纠纷埋下了隐患。
“ 错换人生 28 年”事
策养母许女士在姚策重病之时，
曝光
“偷换人生”
的
件，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变得复杂化，引发出一
做法，现在看来极不理智，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姚
系列后续问题。仅从上热榜的相关热点话题我们
策的死亡。为此，姚策在生命最后时刻拉黑养母，
就知道，事情仍在持续发酵：
“ 姚策儿子因网暴不
使其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可以说是失望之极。
敢去幼儿园”
“ 姚策养母已起诉姚策妻子索要房
但换位思考，许女士的种种做法，也未必就是
产”
“ 姚策妻子回应被许妈起诉要房产”
“ 姚策生
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在整个事件，她确实是利益
母：
警方未立案对姚策是告慰”
……
受损最大的一方。亲生儿子在别人家，辛苦养大
事情往往这样，树欲静而风不止。当事各方
的养子英年早逝，而且现在亲情关系已定，姚策的
因为这件事已经身心俱疲，但由于始终没有一个
儿子也多半会跟爷爷奶奶走得更近……对许女士
明确的说法，事件被舆论和公众高度聚焦，不得不
来说，
人财两空，
一无所有，
许女士委实意难平。
面对各种复杂局面。这边姚策的养母和生母的矛
“不予立案”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
盾和心结尚未解开，那边“战火”已经蔓延到无辜
既不认为是“错换”，也不认为是“偷换”，就是把法
的下一代。尤其让人心痛的是，姚策的儿子因为
律应该解决的问题推给当事人。而且法院给出的
网暴而不敢去幼儿园。事实而论，
“ 网暴”的说法 “不予立案”的理由在法理上也不能成立，
“年代久
可能并不准确，我不相信有人会无耻到去伤害一
远核查困难”
是不予立案的法定理由吗？
个孩子，但只要这起事件一日不从舆论场淡化，这
所有的纠纷，都应回归一个原点，那就是：无
两家人包括孩子，
都难以获得平静。
论是“错换”还是“偷换”，都需要一个真相。这样
这起案件，由于实在太过离奇，以至于我们即
才能让深陷其中的当事人获得真正的解脱。

在与书有关的日子里，
重新发现自己
阅读正
是刷新自己、
发展自己的
成长方式。
持续追求、不
断探索，我们
才能在认识
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过程
中拥抱更多
可能性。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春暖花开，正是读书好时节。伴随着朗朗书
声、浓浓墨香，第 26 个世界读书日如约而至。从地
铁图书漂流到图书馆奇妙夜，从诗文朗诵赛到经
典公开课，从悦读分享会到主题摄影展……在这
个与书有关的日子里，许多人暂别匆忙、停下脚
步，
在阅读中打开思考的闸门，
邂逅美丽的世界。
每年此时，总有两个问题被反复提及。一是：
“多长时间没有好好读一本书了？”不少人面露难
色：书单列了长长一串，书架摆了满满一墙，却总
不免心生“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之感。二是：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书？”网络时代信息爆炸，曾经
的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早已化作一段段消息、一条
条链接，那种字里行间的品悟、咬文嚼字的细致似
乎不再有用武之地。
然而，
果真如此吗？
纵然迟迟不曾打开书卷，
沁人的墨香始终让人
心驰神往；越是筋疲力尽的身心，越需要在诗意的
时空休憩。对此，
一位农民工的告白情深意切：
“我
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想
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
般不舍，余生永不忘你”；一名作家的描述发人深
省：
“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
边，
奇妙无穷……只要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
林里去，只要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会不断地到
那儿去的，
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或多或少地有
收获的。”由此可见，阅读有益于获取知识、增长智
慧，
是传承文化、
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
“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如果说旅行能
让游客浏览各种美丽的风景，那么读书就能让我
们遇见各种有趣的灵魂，探寻更深更远的存在。
有人打过一个比方：读书如交友，好书如知己。读
一本好书，不亚于跟智者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
有人滔滔不绝地说，有人聚精会神地听。在历史
传记的跌宕起伏里，感受斗转星移的变与不变；在
哲学科学的缜密推演中，发现世界运转的知与未

知；在诗歌文学的悲欢离合间，体味百态人生的是
与不是。透过薄薄的纸张、激扬的文字，阅读使我
们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与先贤畅谈、和自我对话，
构筑起一个日渐丰满的精神世界。
阅读是精神的反映，也是现实的投射。有调
查显示，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少人的
阅读量有所增加，一些虚构或纪实的灾难文学受
到关注。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
“ 哪里有恐惧，
哪里就有爱”；在《鼠疫》里，
“ 只要有一丝温情尚
在，绝望就不致于吞噬人心”……从严峻的考验到
胜利的曙光，从英雄的传奇到个体的故事，我们在
这些作品中读出了坚韧、萌生了思考、寻觅到希
望。由此不难理解，人们为何会对方舱医院里躺
在病床上手不释卷的患者充满敬意，为何会对夕
阳下医生和病人共赏日落的身影充满感动，为何
会对盛开的樱花、
喧闹的街市充满深情。
从更长远来看，读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连通
过去、观照现在，还在于能够发现和创造未来。当
人工智能走进千家万户，当新能源汽车驶向更远
的地方，当区块链技术在更多领域延伸……在一
个知识更新和认知迭代交织、科学进步和技术革
新叠加的时代，每时每刻都需要学习，每个人都面
临着“重新发现自己”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
阅读正是刷新自己、发展自己的成长方式。持续
追求、不断探索，我们才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过程中拥抱更多可能性。
文 明 根 脉 、精 神 底 色 、历 史 之 轮 、书 写 人
生 ……一部名为《读书的力量》的纪录片中提到，
如果将人类历程的 300 万年压缩成 24 小时，那么书
籍伴随人类还不足 3 分钟，但就在这短短的 3 分
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书籍蕴含着无
穷的力量、无限的可能。不妨在一个鸟鸣的清晨，
或是雨后的黄昏，抑或静谧的深夜，打开一本书、
开启一场对话，
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读书的力量。
据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