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回顾：新华社报道，2014 年 8 月 9 日
零时许， 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张红伟夫妇在
睡梦中被十几名陌生人撬门掳走， 随后被扔
至一处墓地，其家连夜被拆。

疑问仍存：8 月 12 日晚，张红伟和龙湖镇
政府签订补偿协议，并表示“认识到错误，对
这一结果满意”，态度突然转变。 “拆迁真相
到底是什么？ ”“当事人态度为何前后出现反
差？”网友追问。2014 年 12 月 24 日，记者致电
新郑市宣传部门， 工作人员称，“调查结果好
像出来了，但没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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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雷欣钰） 在冰雕玉刻
一般的冰雪大世界内，人们早已经将这里
变成了欢乐的乐园。 雪山上的滑雪者仿佛
在云端飘来飘去，冰滑道上的孩子不断发
出惊叫之声。

第三届海晏金银滩冰雪节为游客打
造多项活动项目：单人滑雪百米速度赛、
花样冰壶男女混合站赛、 冰上大力士速
度赛、冰上滚轮胎赛、冰上拔河勇者无畏

挑战赛、冰上保龄球混合投射赛、百米冰
车团体接力赛、冰上自行车、冰上碰碰车
等……可邀上三五好友、 叫上同学哥们，
一切出游自己说了算。 独立成团，也可和
家人一起不出青海， 就在家门口享受别
样冬季带来的家庭亲子乐趣！ 不管你是
大学生、 中学生还是小学生， 共同的寒
假，同样的快乐！

“现在， 冬季的滑雪运动已经成为我

寒假期间必不可少的运动项目，这几天我
已经约好了几个同学，打算过几日就去！”
就读于师范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讲，他们
几名高中同学家住西宁市中心区，现就读
于不同的大学， 随着放寒假大家陆续归
来，早就约好去海晏金银滩滑雪。 如果说
学习任务繁重让孩子和学生们对滑雪运
动可望而不可及，那么寒假来临，就不要
错过这个好机会。 海晏金银滩水上乐园让

你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尽情享受白雪皑
皑的壮美风光和体会时尚运动带来的激
情。

据了解，海晏金银滩水上乐园滑雪项
目单人套票、双人套票、家庭套票平均 7.5
折，冰上项目套票 7 折，团队套票、学生套
票以及学生团队套票更加优惠（学生凭有
效证件打折优惠）。 详情拨打电话咨询：
0971—8635166。

快乐寒假 来金银滩冰雪节吧
河清海晏 我运动 我快乐

这是一个新闻“快闪”的时代，一些
新闻热点井喷之后，却被冷却了。

每至年底，“烂尾新闻” 都成为公众
心里挥之不去的心结。媒体纷纷通过盘点
和回访等，试图叫醒那些“假寐”的部门
和单位。

“烂尾新闻” 的出现， 根源在于某
些当事者特别是权力部门对民意的傲
慢和对责任的淡漠。 媒体作为社会的守
望者，其职责是暴露问题；至于如何查、
查到什么程度则是相关部门和当事者
的职责。 遗憾的是，仍有如此多的新闻

“烂”在了“拖”字上。 一旦“太极拳”
打败了 “三板斧”，“拖字诀” 胜过了
“回马枪”，最终将损害公众权益、损害
政府公信力。

在一些追踪回访报道中，媒体总会遇
到 “我不知道”“不归我管”“你问某某
部门”等回复，面对这些“常用语”坚持
不懈地追下去，相信有理、有据、有力的追
踪有助于推动“烂尾新闻”的解决，推动
责任政府、责任社会的建立。

防止“烂尾新闻”，是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体现。需要政府完善公共事件调

查处理全程信息公开和信息通报制度，更
需要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说到底，“烂
尾新闻”“烂”在责任缺失上。

“烂尾新闻”背后隐含双重责任：热
点事件本身的问题责任；让热点事件“烂
尾”的责任。 对于那些擅长糊弄公众，制
造 “烂尾新闻” 的直接责任者要进行问
责。 从这个意义上讲，住建部门治理建筑
“烂尾楼”时，对建筑质量违法违章黑名
单进行通报， 对责任人进行问责的做法，
值得治理“烂尾新闻”借鉴。

据新华社电

“烂尾新闻”“烂”在哪儿了

回望 2014 年， 河南货车司机
夫妇服毒自杀，湖南某公职人员持
枪将村妇误当野猪射杀，洛阳“跑
跑市长”失联 60 天，麦当劳供应
商被曝使用过期肉……当一个个
新闻热点走入和淡出人们的视线，
当讨论的人群聚集而又散去，那些
我们曾经发出的质疑，是否得到了
回应？那些我们曾经热衷于寻找的
真相，是否拨云见日？看看 2014 年
度公众关注的十大“烂尾新闻”。

热点回顾：2014 年 11 月 24 日，因
不满河南省民权县一超限站的处罚决
定， 货车车主张高兴和妻子侯燕同在
超限站喝下农药，夫妇二人一死一伤。

疑问仍存：虽然有关人员被处理，
但 12 月前后， 此事再无公开报道。
“超限站的处罚到底有没有法律依
据？ ”“超限站被指光拍照不救人”，
“执法突然变严， 交钱也不让过”，
“家属找艾滋病病人闹事”等消息，是
否确有其事？ 官方没有进一步回应。

1.河南货车司机夫妇服毒自杀

热点回顾：2014 年 11 月 9 日，湖
南省衡东县羊角村村民罗云英上山捡
茶籽时， 被正在打猎的衡阳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职工肖卫东射杀身亡。
衡阳市官方通报称， 肖卫东非法持有
的枪支来自衡阳县退休干部欧阳某，
并将作进一步侦查。

疑问仍存：“调查进展如何， 何时
公布”，“现场到底有多少支枪、 枪支
从哪里来、是否存在公车私用”等诸多
疑问， 仍在网友脑海中挥之不去。 但
2014 年 11 月 26 日后， 此事再无官方
公开回应。

2.湖南一公职人员射杀村妇

热点回顾：2014 年 10 月 27 日，有
媒体曝出在武昌理工学院校园里一家
校方经营的酒店内，有员工组织卖淫。
并称酒店和学院都是广信科教集团旗
下单位，集团董事长、总裁赵作斌同时
也是该学院校长。 随后又曝出酒店法
定代表人系校长小舅子， 而校长之妻
则担任学院副校长， 该酒店监事是校
长的女儿。

疑问仍存： 涉事按摩房已被责令
暂停营业，接受调查。 湖北省公安厅、
教育厅已介入此事。 但该酒店是否为
校内酒店？ 学校对酒店所作所为，是否
知情？学校校长是否为酒店董事长？ 这
些疑问仍待回答。

3.武汉一高校内酒店组织卖淫

热点回顾：央视报道，2014 年全国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 陕西西安 7 个
考点出现集体作弊情况，2440 人因作
弊被抓，作弊人数成为历年之最。

疑问仍存： 有爆料人称，“这个数
字被严重低报了， 作弊人数估计超过

两万人”。 更多网友则表示担忧：“为
什么会猖獗到这个程度？”公开资料显
示，2014 年 10 月后， 有关部门没有进
一步回应。 试图联系陕西省人事考试
中心，连续拨打两天，所有电话始终处
于无人接听状态。

热点回顾：2014 年 9 月 15 日前
后，多家媒体报道，河南省洛阳市副市
长郭宜品自 8 月 5 日起失联。 10 月 7
日，河南省官方首次正式通报，河南警
方已于 10 月 6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芙
蓉区一处出租房内，将失联 60 多天的

郭宜品抓获归案。
疑问仍存：郭宜品人已被捕，留下

诸多待解谜题：“堂堂一副市长为何要
选择逃跑？ ”“是谁向其传递了危险信
息 ？ ”“郭宜品是否向高官输送利
益？ ”诸多细节再无任何公开信息。

热点回顾：2014 年 9 月初， 有网
帖称，浙江某央企三门核电土石方项
目部的经理王某与一男职工卢某灌
醉一女职工后，在宾馆将其轮奸。 官
方随后通报称，两名犯罪嫌疑人依法
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10 月 17 日该
案开庭审理， 但法院经审理认为，本

案案情比较复杂，未作当庭宣判。
疑问仍存：案件进展如何？违法人

员是否得到应有的惩罚？ 截至2014年
10 月， 此事再无公开报道。 12 月 25
日，一名法院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此
案得出判决结果，理论上会按照程序
公开。

4.西安执业药师资格考试 2440 人作弊被抓

5.河南洛阳副市长失联

6.央企女职工遭上司强奸

7.河南夫妻半夜被抛墓地

热点回顾：2014 年 8 月 2 日，江苏昆山开
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汽车轮毂抛光车
间发生爆炸，造成 71 人死亡，186 人受伤。

疑问仍存：发生细节、责任追究等问题，
一直是公众关心的问题。 2014 年 12 月 25 日，
国家安监总局工作人员表示， 调查报告将予
以公开。

热点回顾：2014 年 7 月 5 日 17 时许，在
杭州市的繁华地段， 一辆 7 路公交车突然起
火燃烧，造成车上 29 名乘客烧伤。 事后确认
系人为放火。

疑问仍存：如今，事件已经过去了 5 个多
月，据公开资料显示，杭州警方并未公布对犯
罪嫌疑人包来旭调查的相关结果。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8.昆山“8·2”爆炸事故

热点回顾：2014 年 7 月 20 日，麦当劳、肯
德基、 必胜客等知名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
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加工过期
劣质肉类。

疑问仍存：2014 年 12 月 25 日，记者联系
上海市食药监局， 宣传部门一位杨处长告诉
记者，“此事已进入司法程序， 药监局也没有
进一步消息”。

9.麦当劳供应商使用过期肉

10.杭州公交车纵火案

追问 2014 年十大“烂尾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