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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评论

核心

提示

习主席笑谈“市长游泳”不只是幽默

□

成都商报评论员 徐琼

听真话有时比讲真话还重要

拯救婚姻的神圣性

不能拿公民权利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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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毛建国

□

成都 付克友

政协委员说笑话

不能笑笑了事

□

成都 曾茜

保障劳动者权益

需从底层和点滴做起

□

成都 李迎春

在住房限购政策之下，最近不少城

市涌现“离婚”潮，很多卖房者、买房者

以此避税，或者享受优惠房贷。这样的

“假离婚”现象在全国“两会”上引起

关注，有专家建议进行惩处。全国政协

委员施杰表示，如果没法用法律法规惩

处， 可以通过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来解

决，比如对“政策性离婚”频发的个人，

可在个人信用上给予差评，进而影响到

其在就业、贷款、就医等方面的利益。

专家建议惩处的出发点基于两方

面。一方面，认为婚姻是严肃、神圣的，

不能成为某些人规避政策、 法规的条

件，这突破了道德底线；另一方面，法

律法规的严肃性以及社会公平， 也因

为这种假离婚而受到伤害。 婚姻被当

儿戏， 法规被钻空子， 当然都值得忧

虑；不过一旦要对“政策性离婚”人士

进行惩处， 则可能意味着对公民权利

的直接伤害。 无论是拯救婚姻的神圣

性，还是维持法律的严肃性，都不应该

拿公民权利开刀。

婚姻法明确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

婚的，准予离婚。也就是说，自愿离婚是

婚内男女双方的一种法定的公民权利。

先不管这是不是一种“政策性离婚”，

也不管人家是不是为了去钻空子、捞利

益， 反正这是人家的权利所在。“法无

禁止即可行”，是现代法治社会最基本

的准则之一；而对有关部门来说，则应

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 的原则。对

“政策性离婚”进行惩处，找不到法律

依据，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违法行为。而

且， 就算有这样的法律授权， 要惩处

“政策性离婚” 也缺乏基本的可操作

性———难道你出台了相关购房政策，

人家就不能碰巧离婚并买房？ 由于很

难甄别是不是“政策性离婚”，就难免

误打误伤，法治正义就无从谈起。

专家痛心疾首的是， 假离婚使婚

姻的神圣性荡然无存， 令社会诚信危

机四伏， 因此剑指“政策性离婚”人

士。问题是，这样做恐怕搞错了方向。

反过来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不把婚姻和诚信当回事？ 如果婚姻真

的那么神圣，社会诚信真的那么重要，

我们的房产政策为什么没有考虑和顾

及到这一点？ 即可能导致公众为了避

税趋利，而破坏婚姻的神圣性，伤害社

会诚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政策价

值取向如此， 又怎么能单怪民众趋之

若鹜呢？可以说，正是相关法规政策的

考虑不周，导致对婚姻神圣性的伤害，

如果再拿公民权利开刀以拯救所谓婚

姻神圣性，则构成双重的伤害。

民间段子上“两会”，今年尤为突

出。前不久，中科院院士、政协委员姚

檀栋当着习总书记的面背了几句《沁

园春·霾》，“北京风光， 千里雾霾，万

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 引无数美

女戴口罩”； 如今看全国政协常委朱

永新先生近日的博客， 更是记录了不

少政协委员转述的顺口溜和笑话：

“门难进、脸难看、盖个图章跑半年；

话难听，事难办，批个项目腿跑断”，

“中央强调抓一下，强调过后放一下，

出了问题紧一下， 形势好了松一下”

……各种民间段子说出来总是让人发

笑，但笑过之后却无不心情沉重。

民间段子的内容， 大多不是很中

听。口口相传的真实民情形成歌谣或段

子并广为传唱，恰是因为很多关乎国计

民生的问题没能得到及时解决。但更让

那些政协委员焦虑的是，有些民谣早在

社会上流传多年，可是年年都说却至今

难改。相关政协委员提案也多次通过正

式调查研究反映过此类问题，但有的只

能得到个别政府机构简单的一纸打发

回函，没有具体的回应和行动。如果政

协委员最终只能停留在发牢骚、说（转

述）笑话的层面，与普通百姓用民谣疏

解心中郁闷，又有何区别呢？

当然，民间段子能上“两会”，也可

说是好消息。民谣虽小，能窥见世道人

心。古往今来的民谣，皆因能反映当时

当地的社会风尚及百姓心声，而古代言

官，也常常帮封建帝王搜集各地民谣以

帮其了解民间疾苦。因此，当今的民谣

能通过“两会” 这种国家正式议事渠

道，以政协委员正常履职的方式，传至

高层领导者耳朵里，正说明民众参政议

政的言路更为畅通，同时也能看出高层

乐于接受民间批评、关心民生的态度。

但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最终还

是要取决于代表委员说完段子后，大

家是笑笑了事， 还是深刻反思。“两

会”关涉十多亿人的根本利益和国家

前途，在这严肃的议事机构里，代表委

员的所有言行都背负着许多民众的期

待。所以，他们带去的哪怕是令人喷饭

的民间段子， 都可以视为一个议案或

提案， 需要关注的， 恰恰是笑中的眼

泪、沉重、期待，需要回应的是，是正面

积极的行动。

甚至，民间段子可可视为每一个公

民的提案议案，逆耳却是忠言。在互联

网发达的今天，要想听到真实民情从技

术上已毫无难度， 所以， 不需总等到

“两会”的一年一期，而是日日可期，

形成领导人与公众之间的高效互动。

“5元钱，在淮安能买2斤叶菜；但

在北京，也只能买1斤豆角。”12日，全

国人大会议休会， 来自江苏淮安的全

国人大代表孙国庆再次去到街上，和

环卫工人聊起“灰尘费”的话题。孙国

庆遇到了4位环卫工人。“每天工作多

少个小时？ 一个月拿多少钱？‘灰尘

费’是多少？”孙国庆所说的“灰尘

费”， 指的是环卫工人津贴。“‘灰尘

费’太低了，一线工人每天5元，这个

标准是1997年定的，16年没变。”她

说，有的地方的环卫工人，是农民工，

根本没发过“灰尘费”。“环卫是艰苦

的职业。应调整‘灰尘费’标准，并把

它纳入地方财政。”她说。

就像妇女儿童受法律特殊保护一

样， 劳动领域中， 一些特殊工种在津

贴、 休假和退休等方面， 也应特殊保

护。比如，那些在高空、高温环境下作

业， 在矿山和有毒有害环境中工作的

工人，不仅有额外津贴，而且还可办理

提前退休。 随着环境污染形势日益严

峻，很多城市中可见、不可见粉尘含量

经常达到甚至超过重度污染标准，即

便普通市民也深受其害， 更何况那些

日复一日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 这种

情况下， 环卫工人已不再是一般意义

上的劳动者， 而应归于劳动法中所称

的特殊工种范畴。 因此有必要重新考

虑“灰尘费”等津贴的定位和标准，提

高保障水平，使之与实际损害相对应。

“灰尘费”虽然只是个小话题，但

放在劳动保障这一公众关注的热点话

题的背景下，其意义不可小觑。过去很

长时间以来， 劳动者的权益受到各方

重视。我们为欠薪、为加班工资、为带

薪休假、为五险一金、为平等的劳动关

系呼吁过、争取过。在一次次呼吁和争

取中，劳动权益保障慢慢进步着。但在

这些呼吁和争取中，我们发现，还有一

群特别需要关注的群体被有意无意地

忽视了，他们就是干着最脏、最累、最

危险活计的那群人。他们付出巨大，却

缺少权益上的代言人。

环卫工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特殊

工种，但“灰尘费”标准16年没变这一

问题，却足以让人相信，那些从事特殊

工种的劳动者也有可能处于类似的受

伤害却补偿极少的状态。这正是“灰

尘费”话题的真正意义，它让人们再

次想起那些很少被关注却最需要关注

的底层劳动者。其实，劳动权益保障最

应该从他们做起， 当一个个容易被忽

略的群体也被照顾到时， 大部分人的

权益显然会更有保障。

一则来自苏州党报的消息昨日被敏锐的网

媒广泛转载。那是3月8日习近平参加江苏代表团

审议的“旧事”了，当苏州市委书记发言称“争取

用5- 8年，使所有的湖泊水质都有根本改观”时，

习近平插话说：“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

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

一言九鼎。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说这话

当然令网民兴奋，公众也不由得暗自期待。“风趣

的话语引得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可网民们在笑

过之余却读出了另外的意味：这是个源自新闻的

段子，又不仅仅是段子；这是幽默的表达，又不仅

仅是幽默那么简单。

习近平的“幽默”有知民心、解民意的意味。

春节前后，浙江温州瑞安、苍南两市环保局长被市

民点名悬赏下河游泳，此举迅速被各地网民借鉴。

官员们面对如此“英雄榜”无人敢揭，但也不得不

站出来发声，比如温州市长陈金彪在“两会”上回

答记者提问时就承诺，5年后实现水里能游泳。这

轮由民间环保关切与智慧引发的“官员游泳”吁

求，看起来像“行为艺术”，实则来自民众对环境

恶化的焦虑，朝向的是环境保护的政府问责。

习近平的“幽默”还有看行动、要结果的意味。

习近平在会上直接提出希望苏州“把生态作为一个

标准，为江苏乃至全国发展作出新贡献”，这与政

府工作报告所说“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用实际行

动让人民看到希望”一脉相承，且更进了一步。

空气、水、土壤，样样与人生死攸关。多年以

来，民众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的河湖不再能游泳

这一现实，习惯了“大米粥越喝越不香”，懂得了

抽空到郊区山野呼吸新鲜空气……直到今年蔓

延全国的持续雾霾让人忍无可忍。 面对环境报

复，人可以一退再退，唯独不能屏住呼吸。正因此

环保话题成为“两会”代表委员最热话题。全国

政协第1号与第3号提案均剑指环境治理，分别是

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加强绿色农业发展提案和

民建中央提交的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提案。

相较于代表委员之间的“谈天气”，有一位

人大代表的发言掷地有声。北京雾霾未散又遭沙

尘袭击，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发出狠话，“这已经

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将来可以是政

治问题。”这番话，让会场鸦雀无声。

环境污染积重已久，但并非不可逆转，正如中

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代表

所言，“思想中的雾霾不除， 环境中的雾霾就难以

消除。”环境治理注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选择题，是经济发展与民生保

障的选择题， 甚至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前景的选择

题。这是中国面临的重重难题之一，若认识不清、头

脑不智、意志不坚，“美丽中国”恐将一再错失。

民众无健康，则G D P无意义。进一步说，河湖

不能游泳，则民众难言幸福。因此，“从今天起，关

心粮食与蔬菜”，官员不妨也学温州市长，以下河

游泳为政绩。

“支持讲真话、道实情。”新任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在政协闭幕会上的这番话， 引起了广

泛共鸣。3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邓伟志的文章

认为，讲真话、道实情，其实关系两个方面：一是

倾听者要有听真话的雅量， 二是说的话要有过

硬的质量。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讲真话的

重要性谁都知道，我们也习惯于从讲真话的人身

上寻找原因。其实回过头来看，千里马重要，伯乐

也很重要。讲真话，特别是一群人讲真话，是需要

气场的。当尊重真话的气场形成了，人们就可能

愿讲肯讲真话。反过来，如果讲的真话不受重视，

甚至被粗暴打断，还会有人愿讲、敢讲真话吗？

盘点今年“两会”，代表委员讲真话，讲有质

量的真话，这是一个亮点。相关方面有雅量，能够

容忍并且欢迎讲真话，这也是一个亮点。

3月14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出席全国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科协、科技界委员，并参

加他们的联组讨论。11位委员先后作了发言。习

总书记表扬他们：“大家讲话都是开门见山，直

来直去，谈的都是干货，我认为大家的意见都很

好，很多问题给予我启发。”这就体现了听真话

的雅量。

在人大浙江团会议现场， 全国人大代表、宁

波市发改委主任柴利能，对着自己业务上的顶头

上司、国家发改委官员“开炮”，直陈现有的一些

人才政策不合理，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回想一

下现场，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气场，如果柴利能

代表的发言被“巧妙”地打断，这个炮恐怕开不

起来。不仅如此，如果其他代表委员的真话，被明

里暗里受到冷落甚至“提醒”，恐怕也很少有人

愿讲、敢讲真话。

讲真话是很不容易的，而要讲出有质量的真

话，更不容易。这需要代表委员具有强烈的角色

意识，认识到“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

席”，能够平时多下基层勤于思考。听真话也不容

易。“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因为

重，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特别是当一些

真话涉及本身工作时， 真话就有了批评的味道。

这时候听真话就更不容易。 而由于位置的差距，

一旦听者特别是位高权重者，对真话表示出了冷

漠、抵制、攻击，那讲真话的气场也就失去了，这

时候留下来的必然是唯唯诺诺，充斥耳朵的只能

是废话、空话、套话和吹捧、拍马屁的肉麻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听真话有时比讲真话还重

要。虽然讲真话并不容易，但代表委员们来自各条

战线，对基层情况还是有着相当的了解，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些问题平时就有一定的研究。真要有

了听真话的雅量，形成了听真话的气场，那就会形

成“蝴蝶效应”，推动更多的人讲真话。相反，如果

只是叶公好龙，不敢、不想、不愿听真话，那就会形

成“破窗效应”，导致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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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今日，雅安市境内国道108线麂子岗、

泥巴山、拖乌山、国道318线二郎山以及省

道210线上的夹金山路段冬季道路交通管

制（

以下称“四山一岗冬管”

）工作结束。

记者昨日从雅安各县区交通部门了

解到，由于连日天气晴好，“四山一岗”早

已没了冰雪，按冬管规定，相关区县交通

和公安交警部门从15日起开始撤离冬管

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冬管结束，但国

道108线示范改造工程正在进行， 施工方

将对过往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司机朋

友请按管制谨慎通行。

（张毅 周昆）

昨日凌晨4点半左右，宜宾市高县文江镇金

线岭持续燃烧近14小时的山火终于基本被扑

灭。这是一周内高县境内发生的第二次山火。此

次山火是今年以来宜宾境内发生的最大山火。

山高无水 四个火点围困金线岭

“山上着火了，快救火。”13日下午2点半左

右，高县文江镇背后的金线岭上冒起滚滚浓烟，

住在500米外的高县老城区（

文江镇

）居民看得

清清楚楚。火借风势迅速扩大，近千米内均能听

到树木燃烧的“噼叭”声。

火情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组织公安消防、

森林公安、 民兵及党政干部近400人上山灭火。

“我下午刚到办公室就看到山上起火了， 很多

人往山上跑，参与灭火。”在高县某机关单位工

作的江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下班后看到山

火还未被扑灭，他对家人谎称单位有事，提着扫

帚就往山上跑。江先生说，由于金线岭一带是老

林，再加上没有储水设施，灭火队员根本找不到

水源。除了用树枝扑打，别无他法。

据高县消防大队相关人员介绍，当日下午3

点左右接到火警后， 高县政府专职消防队派出2

台消防车20名消防官兵前往灭火。 由于山势很

陡，风又向着山顶方向吹。现场火光熊熊，站在山

顶高处可以看到4个着火点，火线长达500余米。

火太猛烈 接连突破两条隔离带

据高县消防部门现场查勘， 山火是从距离

高县老城约500米左右的半山腰往上燃的，四五

十米远就是当地通讯基站。为控制火情，现场指

挥员果断下令设置隔离带。

“此次灭火队分为两个分队，一个分队扑

火，另一个设置隔离带保护基站。”高县消防大

队负责人介绍，基站就在山火前方，既要保护通

讯基站，又要防止山火往山下城区蔓延，危及城

区安全。下午4点左右，灭火队员开始用电锯、镰

刀、锄头等工具，在火势蔓延的地方砍掉树枝、

用土盖杂草的办法，设置3到5米宽的防火墙。

下午5点左右， 第一个隔离带被大火突破，

火势继续蔓延上山。 灭火队员又在山上砍出第

二个隔离带。晚上8点，第二个隔离带又被突破。

过火面积继续扩大，危及山上数百亩优质茶林。

晚上9点过，第三个隔离带形成。同时灭火队员

又砍掉山顶的茶树，形成第四道防线。

昨日凌晨4点半左右， 经400多扑火队员奋

战， 金线岭持续燃烧近14小时的山火终于基本

被扑灭，一名消防战士鼻子受伤。

据了解，3月9日高县云溪乡发生的山火，历

时10小时才被扑灭。事隔一周，文江镇又发生大

规模山火。高县森林公安局查明：云溪乡山火是

一名七旬婆婆燃烧枯草所致， 而文江镇金线岭

山火系一名77岁老人上山帮人干活时扔烟头引

发。据消防部门初步统计，此次山火过火面积近

千亩，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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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宜宾市江安县警方根据

群众举报，捣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地沟油”的江安“巴人治灶”火锅店窝

点，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刘某等，成为

宜宾警方破获的首例食用“地沟油”案。

今年2月28日，江安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

该案， 老板吴某和厨师刘某合谋利用餐

厨垃圾加工成“食用油”，并予以销售的

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

万元；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

年，并处罚金5万元，并禁止其在缓刑考

验期内从事餐饮行业工作。

李玲 蒋莉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昨日，南充市工商局发布“2012年度

十大消费维权案例”。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到，其中一桩房客投诉精神损害的案例尤

为引人关注：冯先生和女友入住宾馆，“清

晨之恋”正投入时，因房门被服务员突然

打开而受到惊扰。冯遂向工商部门投诉。

2012年5月3日上午8时30分，南充市

某宾馆内，冯某与女友住在616房，房门

突然被一中年女服务员打开。“在那种情

况下突然受到惊吓， 我在生理上可能会

出现障碍。”送走女友后，冯某要求宾馆

予以赔偿。

打开房门的服务员说：“我也很委

屈，很尴尬，当时就哭了。”她说，是总台

通知她去那个房间做卫生的。“说是客人

已退房走了，我才没敲门。”宾馆方面解

释，是前台工作人员交接班时出现疏忽。

接到投诉后， 顺庆区消委西城分会

前往调解，宾馆将押金、房费退还给冯先

生，同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300元。四川

助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廖丹认为： 冯先生

与女友作为宾馆的消费者， 其隐私权应

受到保护， 宾馆方理应赔偿消费者精神

损失费。

成都商报记者 邓成满

连破两道防火墙 山火毁林千亩

高县一周两发山火，昨日山火燃烧14小时后终被扑灭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林业厅获悉，

连日高温少雨伴短时大风天气使我省森林火险

等级居高不下。3月11日， 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继

续向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攀枝花市、雅安

市、乐山市、宜宾市、泸州市等8市（

州

）发布高

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向其余市州发布

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

2月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降水

偏少，过去一周，攀西高原、川西地区、川南地区

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5~8成，局部地区有特旱。

据气象台预测，未来一周，我省南部地区依然无

明显降水，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2℃~3℃以上，

局部地区伴有4级以上大风，森林火险等级为高

度到极度危险。

省森林防火指挥部要求全省各级森林防

火指挥机构高度重视当前严峻的森林防火形

势，严格落实《森林火险预警与响应工作暂行

规定》； 坚决做好野外火源管控， 消除火灾隐

患； 确保各项高火险应急响应措施落到实处；

加强火情预警监测，强化对林区居民点、风景

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护监控力度，重点部位死看

死守；切实加强调度值班工作，及时组织森林

消防队伍靠前驻防、集中待命，切实做好各项

防扑火准备。

同时，四川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省林业厅、

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旅游局日前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切实做好清明、“五一”节期间全省森

林防火工作。 林业主管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开

展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每天发布火险等级预报。

民政主管部门要大力倡导文明祭祀、移风易俗,

引导群众用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文明祭

奠。森林防火指挥部则要协调林业、民政、教育、

旅游等主管部门联合组成检查组， 不间断地对

群众祭扫地、原始林区、森林公园、旅游景区、全

国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与文化

遗产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的森林防火安全检

查。隐患排查工作要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各级

森林防火指挥部要保持临战状态， 武警森林部

队和各类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要集中待命， 一旦

发现火情及时组织扑救。

未来一周火险 川南“极度危险”

四川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森林火险预警信号扩至全省，其中8市州为红色预警

山高无水，凌晨一点山火依然凶猛

雅安“四山一岗”冬管今日结束

火锅店用地沟油 老板厨师皆获刑

“清晨之恋”被打扰 受惊男子获赔

今日起，来自浙江、四川等

6

个省的

近

60

名滑翔伞运动员在绵竹市九龙山参

加为期

3

天的

2013

年四川省滑翔伞联赛

绵竹站滑翔伞精英赛。据悉，这些滑翔伞

运动员都具有中级证书。 绵竹市九龙山

滑翔俱乐部是

2011

年国家体委授牌的滑

翔伞运动基地，该基地无论起飞场、垂直

高度和降落场属国内一流。 （王平 摄）

滑翔伞精英 齐聚绵竹九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