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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历门槛不应成为选用人才障碍

学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

个人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将其

作为衡量一个人专业基础 # 文

化教养水平的一个依据 ! 本无

可非议! 但如果唯学历论 ! 甚

至以是否名校学历看人 # 以第

一学历取人! 其选人用人的思

维方式就有可能走向偏执 ! 与

人才的成长规律#个体差异等实

际情况背道而驰"

遗憾的是 !近年来 !在一些

选人用人部门特别是高校用人

单位!在招聘教师或引进专业人

才过程中!对选用对象每一阶段

的学历都看得至高无上!从本科

到硕士#到博士!乃至到博士后!

非
!""

#

#$%

院校毕业的!一概不

取"尤其是对被称为基础学历的

第一学历!只要不是从国内重点

高校或海外名校毕业的!哪怕你

综合素质再高# 研究成果再多#

实际工作能力再强!$非重点%的

那张文凭!就始终犹如一片飘而

不落的黄叶!罩着用人单位那些

$权威人士%的双眼"一位法学博

士!本科阶段就在核心期刊发表

文章!在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获

奖!博士毕业后在培训机构实习

两年!成绩优秀!当他应聘对口

专业院校当教师时!竟被断然拒

之门外!唯一的理由是!其本科

学历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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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从英语国

家获得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

学位的归国人员!到国内高校英

语专业求职! 因其本科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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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单位宁可录取那

些读#说#听#写综合能力明显不

如他的国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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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因

为他们要坚决维护第一学历从

严要求的用人标准&

录用人才不能没有学历的

考量"在学历相同#业绩相当!而

一时又难以准确评判出考察对

象综合实力的情况下!适当考察

一下他的第一学历!并非全然没

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那些能够

考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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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又在这些条

件较好的学校受过至少四年教

育培训的学生! 其学业功底!总

体上可能优于其他普通高校毕

业的学生"在人心浮躁#不确定

性愈来愈多的当下!衡量任何事

物都应当有一个令人放心接受

的标准!衡量一个人的内在素质

尤其如此"但是!这个标准不能

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如果在

第一学历上实行一票否决#一刀

切死!选人用人者就会对考察对

象的其他优势和强项视而不见!

把第一学历的权重无限放大!其

结果!既可能是优胜劣汰!也可

能是劣胜优汰" 唯第一学历是

问的弊病还在于! 衡量一个人

专业水平的标准一成不变 ! 把

一个人的专业水平永远定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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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殊不知 ! 这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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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处在一个动态的

发展过程之中! 它有可能发展

得更好! 也有可能变得不如那

些同样也在发展变化的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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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况且! 那些被认为是

二流三流的非
!""

#

#$%

学校 !

也不乏相对优势的专业学科 !

其专业水准和实力有可能超过

!""

#

#$%

学校相同专业' 无视

这两点! 以学校的整体办学条

件论其所有学生成绩优劣!对于

那些毕业于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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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

优秀人才是否有失公平(

公平 #公正 #合理的选人用

人态度是!虽然重视学历!但决

不会把第一学历的门槛筑成铜

墙铁壁! 成为人才进门的屏障"

更科学更理性的做法是!综合考

量被考察对象的综合素质!注重

其实际能力! 看重其已有的成

果'关注个体差异!从一个人的

成长历程及其现实表现中预测

其发展潜力'根据学科建设和专

业发展的需要!对应聘人员和选

用对象进行必要的考试# 考察!

让那些第一学历等硬件不一定

很硬#但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可

能不错的应聘者能有机会脱颖

而出!为国家和用人单位选出真

正有用的人才"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

格降人才%" 清人龚自珍近两百

年前的急切呼唤 ! 至今言犹在

耳&

"作者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检委会专职委员#

!

周理松

楚人直言

老沈说法

!

沈占明

宣誓和守誓

在中国 ! 宣誓曾经是个非

常讲究的过程 ! 守誓更是个了

不得的大事"

"#&%

年在陕西出

土的西周时期刻在铜鼎上的一

段铭文记载了一个案件 ) 一个

相当于弼马温的养牲畜小官牧

牛向组织状告领导违法 " 法官

伯扬父根本不调查事实就判决

原告败诉 ! 原因是他违背了自

己 $服从上级% 的誓言"

遵守誓言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是整个社会公认的美德 ! 抱

柱而死的尾生一直被作为模范

被宣传"

西方也有宣誓制度 ! 无论

是官员履新还是出庭作证 ! 大

都手按 *圣经 + 说一番 " 因为

西方人长期信仰基督教 ! 由于

害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

的惩罚 ! 强大的内心约束使得

这些誓言一般能够被严格地遵

守 " 所以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

精神 + 中说 ) $誓言在罗马人

中有很大的力量 ! 所以没有比

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 "%

据说英国人在
"$'!

年占领香港

初期审理案件的时候 ! 曾照搬

英国本土的宣誓模式 ! 让香港

人也手按 *圣经 + 发誓 ! 效果

很不好 ! 大家该说谎还说谎 "

后来听了本地人的建议 ! 改成

在佛像前赌咒发誓 ! 说假话就

$天打五雷轰 % $生孩子没屁

眼%! 效果马上就好了! 大家开

始说真话 " 之所以有这样的变

化 ! 主要因为宣誓的效果依赖

于内心的信仰"

信仰可以是宗教上的 ! 也

可以是人性上的 " 宣誓者个人

如果有着良好的节操 ! 能够做

到严格的道德自律 ! 视名誉为

生命 ! 视利益如粪土 ! 那么宣

誓只是其内心道德的外在化 !

宣誓仪式更能够强化其个人对

真假美丑的认知 " 在这种情况

下 ! 守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

反之 ! 宣誓不过是念念稿子 !

喊喊口号 ! 说者敷衍 ! 听者随

意"

守誓的另一个重要的途径

就是对违反誓言者外在的法律

惩处 " 惩处可以是多层次的 )

刑法 # 民法 # 行政法 ! 甚至责

令改正 # 批评教育 # 舆论谴责

等等" 惩处不一定必须多严厉!

但惩处必须体现必然性和及时

性 " 相对于由于内心信仰而自

愿履行誓言 ! 通过法律惩罚强

迫履行誓言是退而求其次的途

径 ! 但也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

办法 ! 毕竟人非圣贤 ! 漫漫人

生路上偶尔跑偏也不奇怪"

但法律也不能什么样的誓

言都管 " 近年来宣誓有泛滥的

迹象 ! 履职宣誓 # 出庭宣誓很

正常 ! 但搞个什么 $对着馒头

宣誓 % $三陪小姐使用套套宣

誓 % $学生不作弊宣誓 % $结

婚相爱宣誓% 等等就有点过了!

是对宣誓这一古老而庄重仪式

的贬低 " 这种 $宣誓 % 有的根

本就是道德底线的要求 ! 有的

是纯粹私权范围的问题 ! 尤其

是某地搞的对着馒头那场宣誓!

宣完誓 ! 大家咔哧咔哧把手里

捧着的誓物,,,馒头吃了 " 怎

么看怎么像场闹剧"

那些走过场搞形式没有任

何效果的宣誓 ! 糟钱费事折腾

人 ! 不如不搞 ' 那些习惯吹牛

说谎作秀的宣誓人 ! 如果守不

了誓 ! 最好别轻易像前些年周

正龙 $以脑袋担保老虎照片是

真的 % 那样乱放言瞎发誓 " 因

为有人事后会较真 ! 看你怎样

履行誓言"

"作者系公务员$

!

王红一

抵御宝能收购，王石或许该换个理由

商场如战场!惨烈者莫过于

恶意收购"恶意收购在国内早已

不是什么新鲜事!最近宝能系收

购万科股份!还是令业界一片哗

然" 不仅是喟叹籍籍无名公司

$蛇吞象% 般大举收购内地房企

龙头万科!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

难寻$白马骑士%拯救危难!预测

万科股东会对于抵御收购的表

决结果谁会占上风!更多是迷惑

和反思!现行法律制度何以留给

管理层抵御收购的空间如此狭

小!能否给管理层一点儿主导抵

御收购的权力"

决定抵御收购的权力应当

交由股东还是管理层(这是一个

两难的选择"一般而言!目标公

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

冲突!被收购的目标公司管理层

可能面临被撤换的威胁!未经管

理层同意破门而入的恶意收购"

撤换管理层的可能性更大 #!股

东因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可

从中获利!在眼下不易脱困的股

市中"股东更是欢欣鼓舞$!因而

管理层更有动机进行抵御收购"

基于股份自由转让的基本原则!

和保护股东与公司权益以及促

进企业并购发展的政策需要!股

东自然享有决定抵御收购的权

利!问题是!管理层能否也享有

一定权利(这就需要像样的理由

了"

支持股东与管理层共享抵

御收购决定权 %或是否接受收

购要约决定权 $ 的美国学者 !

给出了下述理由并成功打动了

立法者" 其一! 抵御收购看似

损害了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 !

但他们从目标公司获得的收益

或许更高! 以后的收购要约或

许更多" 其二! 收购的威胁将

使管理层对股东的需求过于敏

感! 特别是引诱管理层追求公

司短期效益! 以致有损公司长

远发展和股东本身长远利益 "

其三! 在缺乏利益相关者参与

作出接受收购决定时 ! 管理层

参与决定是对他们的最好保护"

前两种情况现实中不好判断 !

最后一条实在成为了美国管理

层抵御恶意收购的法宝" 当然!

前提条件是! 美国公司法认可

公司不仅为股东利益而存在 !

管理层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考

虑利益相关者利益! 履行公司

社会责任实际是公司管理层对

利益相关者的信义义务" 从而!

美国收购立法中公司管理层对

于收购防御享有了广泛的自由

裁量权"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
$

条和第
((

条规定! 暗示

了只有股东才能决定是否采取

收购防御措施!并通过类似英国

$禁止阻碍% 规则的做法! 将董

事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严格限

制! 虽然在第
"

条制度目的规

定中除 $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 之外 ! 提及

$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

利益%! 并未将实施社会责任抵

御收购落实为管理层的权力 "

而依照公司法第
')

条之规定 !

董事可以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

其他职权!意味着董事从事经营

的自由裁量权可以经过股东授

权获得!可以包含抵御收购的一

些措施"此外!公司法第
%

条明

确规定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可

以理解为在公司收购中董事采

取合理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措施

不违背信义义务"社会责任能否

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主导

抵御收购的理由(前提是解决公

司法社会责任条款可操作性的

问题"

媒体披露王石代表的万科

管理层不欢迎宝能系恶意收购

的理由!是制度#团队和万科文

化对于万科及其股东具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实际是劝诱股东支

持管理层曲线救国的路子!决定

权仍在股东!前途迷茫"不如再

换个理由试试"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

授$

探法于微

本末之间

谣言背后的期许与恐惧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成为

自媒体的时代!也生活在一个信

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夹杂在五花

八门信息中的谣言也纷至沓来"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获得

快速传播的谣言背后隐藏着被

忽视的秘密"

有人盘点了
!*"%

年度十大

假新闻!诸如$农村嫁女收彩礼

超过八万算买卖人口 % $少林

寺僧人劝捐
"**

元 % $山东淄

博周村现百人团伙偷孩子% $

(

岁男童遭同学奶奶剪
'

颗门牙%

$小伙拒绝孕妇换铺被拘% $安

徽六安某中学生网吧上网后遭

割肾% $呼伦贝尔大草原失火!

(**

牧民失联% $沈阳废墟陈尸

多具!

(*

警车到场% $吃麻辣

烫感染
+&##

病毒 % $苏州政

府发文严禁机关内部人员上班

炒股%" 这些假新闻就是我们俗

称的谣言! 尽管这些谣言最后

被证明是虚假的信息 ! 但是却

被很多人信以为真 " 为什么我

们愿意相信谣言 ! 甚至在被辟

谣后依然有人相信 ! 甚至很多

谣言几乎违背基本的常识"

很多时候!谣言背后可能蕴

含着民众的期望!也可能蕴含着

民众的恐惧! 甚至是两者的结

合"我们更愿意相信一个符合我

们自身期望的信息!而不管这个

信息是否能够得到验证"诸如农

村嫁女收彩礼超过八万就算买

卖人口!这个谣言反映了农村地

区结婚中索要重金彩礼的陋习

和流行做法!因此当这个谣言出

现后!很多人表示支持!而不会

考虑到这种做法基本不可能成

为法律"我们也会更愿意相信那

些可能对我们产生伤害的谣言!

而这个谣言容易被人相信的原

因就在于对当前某些境况的担

忧 " 诸如吃麻辣烫感染
+&##

病毒的谣言! 还有类似有关食

品安全的谣言! 这些谣言的传

播源自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

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 ! 因此那

些有关食品安全的谣言非常容

易得到传播并获得人们的相信"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谣言并非一

无是处!而且有可能成为一种具

有象征意义的民意!也许这种民

意的表达是扭曲的!甚至是超越

常识的"

谣言的力量来自于重复性

的快速传播! 而网络科技的兴盛

加速了谣言流行的速度"几个人

说的谣言!并没有太大的可信度!

但是在谣言不断传播和重复的过

程中! 每个人的添油加醋都会使

得谣言变得更为可信! 更多人的

传播也更容易让后来者相信这个

信息是真的! 这个过程就形成谣

言的 $滚雪球% 效应" 当没有可

信的权威辟谣出现时! 重复的次

数越多! 谣言的力量就越强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信息传播的

速度处于逐步加快的进程" 在古

代社会! 谣言的流传和重复需要

很长时间!甚至很多假信息在流

传的过程中就消失了! 难以形成

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谣言" 但在

网络科技发展的今天!网络传播

的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 而微博

微信背后的每一个人都能迅速地

加入滚雪球的过程! 因此谣言更

容易被人信以为真" 在这个过程

中!由于自媒体的兴盛!传统媒体

面临着能否及时采集和发布信息

的挑战! 这直接导致了新闻媒体

在传播谣言中的推波助澜" 媒体

上经常出现的假新闻和翻转报道

很多来自于公共媒体! 它们的重

复转载与传播更加会增加谣言的

力量"

谣言不仅仅是具有贬义的

虚假消息!还是社会现象的一种

扭曲反映!背后可能蕴含着真实

的民众心声" 在这个意义上来

看!一些时候将谣言视为遥遥领

先的预言并非全无道理!而当前

的网络环境也是认识和规制谣

言不可回避的重要语境!否则我

们可能会看错病!抓错药"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

侯学宾

!年轻人啊" 不是我说你"

不能光挑长相" 就像这个村的

一个人" 能挑拣着呢" 嫌这个

头太大" 说像个和面盆" 那个

头太小" 像个棉花桃子" 这个

脸太方 " 那个面太扁 # 最后 "

到现在也还光棍着呢#$

!就是%%%$ 妗子也过来说

道" !你看看周围" 就是到城

里边大街上看看" 有多少漂亮

的# 不管长啥样" 时间一长都

一样# 人呀" 其实都差不多#$

!对呀# 你妗子说得对" 好

看不能当饭吃# 要我说%%%你

别嫌你舅说得粗%%%不管女方

长啥样" 哪怕就是缺个胳膊少

个腿" 只要有钱就行" 你一辈

子好过%%%$

!呸& 你越说越没边了# 自

远" 你也别听你舅舅胡扯" 主

要还是你自己拿主意#$

舅舅继续坐下来给他出主

意'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先谈

一谈" 找找感觉" 说不定下边

一谈" 你就又中意了呢# 你的

意思呢($

程自远想起临出门时娘给

交代的话' !这是你舅舅妗子

给介绍的" 说啥也不能一下子

就拒绝# 实在不愿意" 也得再

等一等 " 一则给你妗子面子 "

一则是你太直率太僵硬了" 以

后谁还给你做媒 ($ 于是 " 他

说' !那就往下谈谈看吧#$

舅 舅 高 兴 起 来 " 又 说 '

!我可没给你少添好话# 哎" 你

没告诉她你家没房子) 没地基

吧($

!我说了# $

!哎呀"傻外甥#你可真是个

实在人# 你咋啥都说啊# 叫我咋

说你呢" 我紧给你搂着后腰"说

你工作如何如何好"学习如何如

何强"人品如何如何佳"以后啊"

你是检察官"能挣钱呢"迟早从

城里买套单元房"好日子在前面

等着呢# 你连这点经验都没有"

要说强点和长处"现在不行重点

说过去"过去也不行"再说将来"

将来谁知道( 你可好"把自己的

短处给人看# $

看着舅舅恨铁不成钢的样

子"程自远有些想笑#他心里说'

我可精着呢#如果是柳芳雅那样

的话"我才不说呢# 我这么说正

好让她来拒绝我"嘿嘿#

!对了" 外甥" 你现在挣得

多不多( 你好歹是个官" 我跟

她家的人说" 你现在当上官了"

过几年一准发#$

!舅舅" 我当个检察官哪算

什么官啊" 跟发不发也没有多

大关系# 检察官又不是开矿井

的" 说发就能发啊($

!死板# 跟你爷爷那个老古

董一样" 看不到问题的重点在

哪儿# 你要活络一点才是# 有

事没事多跟领导接近" 想法得

到领导的信任" 争取早日提拔#

你小子这么好的机会" 可别耽

搁了 # 我自己就吃过这个亏 #

当初" 我在派出所做饭" 要是

找个关系 " 再花上几万块钱 "

就能给转正# 哎" 我当时一个

是没钱" 一个也没有远见" 要

不**$

!舅" 没你说的那么简单#

再说" 咱堂堂正正做人" 正正

派派做事" 有啥不好($

!你呀%%%倒显得我思想不

正了" 是吗($

幸亏这时妗子从厨房出来"

喊他们吃饭" 才算把他俩的争

论平息下来#

!自远" 饭好了" 吃完饭再

走#$

!不了妗子" 眼看天黑了"

我还是走吧# 省得俺娘担心#$

最后把他送出来 " 舅舅还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我说的

话你回去再好好想想" 你舅舅

是过来人" 知道啥对你好#$

程自远开着摩托车出村后"

行上大路" 天色已全黑# 虫子

的叫声从两边的草丛中传来 "

声音多种多样" 有长的) 有短

的" 有急促的" 有悠缓的" 有

直的" 有打着旋的" 他好久没

有听到这些声音了 # 再向前 "

到了火车道边# 这时他的记忆

大门一下子全都打开了# 上初

中时" 他骑自行车上下学" 原

先为方便住在姥姥家" 一周回

一趟家 # 后来 " 他每天回家 "

一天四趟" 都从这里经过# 这

里的火车并不多" 有时会遇到

红灯" 两旁的汽车列队等火车

通过# 他初见火车时感觉很新

奇" 后来便习以为常# 每次火

车经过 " 前面的车辆不想等 "

都想抢在火车前通过" 而火车

也鸣着高亢的汽笛" 强硬地表

达着自己的态度" 对这些抱有

侥幸心理) 毫无危险意识的车

和人给予严厉警告# 有一次一

辆拖拉机在抢先时被火车撞上#

这种场景" 程自远早就已有过

想象# 他常想象着自己或别的

车辆走到铁轨上时" 突然发生

故障" 或者突然跌倒 " 而火车

正急速驶来**他的这个特质

无疑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过来的#

那就是对好事往往持怀疑态度"

对不好的事情往往有着多余的)

特别敏感的忧虑和直觉" 对坏

事的预测有时达到了有声有色

的程度#

连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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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青年(单身检察官程自远偶然邂逅出身富豪家

庭的美女律师柳芳雅&开启了一段艰难而起伏的爱情之

旅'爱情的考验(工作的挫折(办案的压力以及邪恶的报

复))面对工作(生活和爱情上的重重困难&程自远何

去何从*这到底是跨越阶层的纯美爱情&还是精心设计

的一场骗局*真相有待揭晓&漫漫长路在脚下延伸))

近期多地被雾霾笼罩。空气净化器销量大增，不少品牌宣称
“甲醛和PM2.5的去除率大于99%”。专家称，去除率99%多是
实验值，虚标洁净能力是不少产品的“通病”，有些净化器除甲醛
能力一两天就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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