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僵尸肉”争论背后的信息公开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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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养老的公众焦虑像盛夏里焦干
的草木，一点就燃。近日，前北大中文系
主任温儒敏教授发微博表示，“老同学钱
理群夫妇要去养老院了”，竟然引起不小
的争议。

网友们的关注半是同情，半是自怜。就
像温本人感到“有些失落和感慨”，有人疑
问“搁在发达国家，钱理群这样的大学者，
哪至于进养老院！”有人关切“找不到可靠
的生活秘书或家庭保姆么？”不过，更多的
网友表示“这就是未来人的普通生活方
式”、“养老社会化是进步”。

在我看来，钱老进养老院合情合理，
不需要众人过多嗟叹。夫妇俩无儿无女，
对于养老方式，应该早有精神和物质上
的准备。其次，“夫人罹病后，无法再长期
照料二人生活”，这是典型中国式夫妻关
系的缺陷，一旦妻子丧失健康，整个家庭
就没了替补。其三，专业性较低、人工成
本过高，家庭保姆亦非解决问题的最佳
选择。最后，钱老老骥雄心，计划把很多
书搬去养老院，继续开展研究和写作。这
才是最重要的。一位学者，只要还能思
考、创作，至于在哪儿生活、养老，很重要
吗？

养老院生活在民间甚至在知识分子
心目中一直有些悲情。它首先是不伦的，
意味着儿女不孝，没有儿女的，那就是晚

景凄凉；它还是不可靠，不可信任的，几
乎等同于“低质”“冷漠”，甚至“虐待”，再
加上“不安全”，河南鲁山养老院大火，更
加坐实了人们的忧虑。

人们一方面在情感上犹疑着不能接
受养老院，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以当今中
国养老社会服务之不足，远远不能配合
老龄化中国的到来。不是你吃不吃的问
题，而是有没得吃的问题。实际上，像钱
老这样的，已属幸运。

需要关注的，恰恰是与钱老一样老
去，无依，但远不如钱老幸运的老人们。他
们是真正需要养老护理却进不了养老院
的人，比如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现状是，专
业优质的民营养老院收费不菲，而公立养
老院性价比合适，却供不应求，需要长期
轮候。而且，不论公立或是民营，都有各种
理由排斥“穷”且“麻烦”的老人。

中国正在“未强先老”。到2050年，中
国老年人口占比将高达30%，独居和空巢
老年人将占54%以上。可怕的是没有选择
的绝境。因此，身体尚可、经济能力较强
的老人自可交给市场，而支付能力弱、又
特别需要照料的老人则需要国家兜底。

养老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问题。一
方面，需要国家福利、公共服务的配套保
障，一方面，个人未雨绸缪地为老年生活
做好准备，也是应有之义，比如钱理群本
人就是豁达的，他说“总要走到这一步”。

生老病死，谁能幸免？

宽阔的水面上漂浮着两排蓝色的
油桶，桶上架着竹竿，绿色的渔网被绑
在竹竿上，将油桶之间的水域分割成
格子状……你也许以为这是哪个渔
场，其实这里是“世界第一高楼”——
远大集团“天空城市”项目的工地。

这个“天空城市”坐落于长沙市望城
区大泽湖街道回龙村，远离长沙市主城
区。按建设单位设想，高达838米的208
层“天空城市”将用7个月建成，楼内可容
纳3万人在其中生活、办公、居住。项目封
顶后，将超越迪拜塔，成为世界第一高
楼。然而，该项目在两年前奠基，时至今
日，主体工程一直没有动工的迹象。

项目当初披露的宣传资料称，“天
空城市”的“建设动机”，为实践我国政
府对于建筑的节能、节材、节水、节地、
环保的“四节一环保”政策，探索我国
城市化道路云云。一座如此巨型的建
筑，除了节地还说得过去，如何做到节
能、节材、节水，恐怕并不是那么简单
的事。至于消防安全，更是个无法回避
的世界性难题。

更重要的是，该工程奠基后，才被
发现是一个非法建设项目——早在
2013 年7月下旬，当地媒体就通过权
威部门获悉，“天空城市”并没有完成
报建手续，已被湖南省和长沙市有关
部门叫停。

如此巨大的建设项目，没有当地有
关方面和相关领导的首肯或者默许，是
不可能大张旗鼓奠基并破土的。好在当
地相关部门还算履职到位，及时叫停了
该违建工程。两年过去了，基坑变成了
人工湖，何时续工却遥遥无期，说明报
批手续至今仍未具备。但是公众却并不
知道，究竟有谁该出来为此担责。

有网民评论道：中国最不缺少的就
是“四拍”官僚。一拍脑袋定调子，二拍胸
膛来保证，三拍大腿没想到，四拍屁股异
地任。这话似乎有些极端，却未必说到了
点子上。别小看了某些基层主事者，他们
一方面作为地方行政官员，有追求政绩
的强烈冲动，也拥有一般理性经济人的
基本共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利可图，像

“天空城市”这样的乌托邦，才会经由他
们那只权力之手，诞生人间。那么，它背
后有多少衍生效益，又有多少责任人裹
挟其中乃至“自投罗网”，得查！

从新华网记者李丹发文《走私“僵尸
肉”窜上餐桌，谁之过？》，到北京科技报
记者洪广玉发布《剧情逆转的时候到了：

“僵尸肉”是假新闻！》……“僵尸肉”新闻
引来无数真假辨论。但一个真正的消费
者不会关心这样的辨论，不管过期 40
年，还是哪怕过期1天，没有谁愿意掏钱
埋单。消费者的预期，一定是符合食品安
全底线的产品，底线之上，可按质论价，
底线之下，都该死路一条。

从7月1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通报信息来看，“在今年查获的走私冷冻
肉品中，有的查获时生产日期已达四、五
年之久，对所有查获的走私冷冻肉品，海
关均依法予以销毁。”就凭这一点，食品
冷冻行业需要为不尊守市场和法律付出
代价。即使无辜商家受累，也必得齐心协
力倒逼整个行业的规范管理，时刻信守

“尊重消费者利益”的底线。遗憾的是，食
品行业屡屡沦陷，却总是很难听到行业
不护短的理智发声。这种沉默之下，消费
信任当然会一落千丈。

回到那场还在热闹非凡的媒体舌
战，双方你来我往，最终竟陷入“僵尸肉”
定义和鉴定等技术问题上。对消费者重
大关切而言，这样的争论其实是跑偏了，
尽管不能否认它对媒体自身的价值。

真正的问题在于：信息及来源的不
透明。第一，源头报道中就大量充斥不明
确的单位和不明确的被采访者，一篇文
章读下来，“被采访者知，采访者知”，但
唯有读者不知，如何判断真假，又如何能
监督真假？第二，正是因为缺乏及时公开
透明的权威发布，媒体惯常采取各个击
破的采访方式，但即便是处于同一执法
部门的个体信源之间，也很难在信息掌
握上完全同步，导致对外提供信息出现
差异并非不可能。所以，双方记者到底采
访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或者说同一个人
前后说法是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都变
得扑朔迷离。

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当媒体公开
报道出现偏差，严重到可能误导消费群
体、影响行业正常生态时，被采访者或

者管理者要不要出来以正视听。从双方
争论可见，反对者洪广玉怀疑“僵尸肉”
是从一则新华社旧闻中嫁接而来。可为
何当年那则假新闻并没有受到相关部
门的质疑。站在读者的角度，公开报道
若无公开反对，自然就可采信。站在真
正有效率负责任的职业角度来看，对那
些真正掌握信息的单位和公职人员而
言，不仅信息公开是必须的，信息纠偏
也应当仁不让。很多问题一公开便不辨
自明，何至于两个记者杀成一片，公众
却仍是迷雾一团。

所以，这是一场热闹却没有多少公
共价值的争论。真正不能被我们忽略的，
是那些用辞含糊的信息，和沉默不语的
明白人。但，要想让信息公诸于众，首先，
必须要把信息掌握者公诸于众。

E-mail：cdsbmjpl@sina.com

□曾茜 成都商报评论员

□朱达志 成都

是谁让“天空城市”
乌托邦诞生人间

钱理群夫妇进养老院，众人何必感伤

中纪委批国企贱卖贵买

□徐琼 成都

中纪委网站昨日刊文《推动国有企
业从严治党之一——全面从严治党 国
企尤为紧迫》，文章称对中管国有重要
骨干企业专项巡视中发现，有的企业

“党管干部”变成“一把手”管干部，搞
“一言堂”、“家天下”。中央八项规定颁
布后，有的仍然顶风违纪，花巨资购买
豪华度假村，携妻带子公款打高尔夫

球；教育实践活动刚刚告一段落，就接
着公款吃喝送礼。权力寻租、以权谋私
问题严重，亲属子女围着企业转，靠山
吃山、损公肥私；以改革为名，打着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贱卖贵买、予取
予求，侵吞国有资产如探囊取物。更为
严重的是，利用掌握的国有资源，搞团
团伙伙、利益输送，围猎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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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狮门来自美国、总部在纽约，有着
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全球高端房地
产领域卓越的领导者。自1978年以来，
铁狮门在全球创造了总值超过约720
亿美元的房地产业绩，管理了包括世界
上多个著名建筑在内的总价值约为554
亿美元的第一流房地产项目，包括纽约
洛克菲勒中心、克莱斯勒中心、大都会人
寿大厦等世界著名地标性建筑。

现在，铁狮门房地产业务已遍布世
界5大洲11个国家29个城市和地区，
与全球众多大型跨国公司和著名机构有
密切的业务合作联系，也越来越得到中
国公司的认同：在美国，中国中央电视台
租用了由铁狮门开发和管理的位于美国
华盛顿特区的1099纽约大道大楼，作
为央视在美国的演播中心；中国东方航
空公司在纽约租用了洛克菲勒中心的办
公物业；在巴西，中国国家电网选择购买
了铁狮门开发的办公物业；在中国，耐克
集团中国总部设立在铁狮门在上海开发
的尚浦领世项目。铁狮门自2007年以
来进入中国发展，已相继在上海、苏州、
成都等城市投资开发高端项目；近年来
也携手万科地产、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在
美国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

在成都，麓岭汇是铁狮门继开发市
中心东大街晶融汇广场之后，布局城南
麓山高端居住区域，投资开发的世界级
可持续发展社区。项目总占地约240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米，是按
照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名流社区
标准在麓山打造的成都首例“美国版”
高端国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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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岭汇项目品鉴会暨会所落成典礼

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位于美国
纽约曼哈顿区，是纽约最高尚的豪宅区域，
代表了现代都市人绿色人居的理想。铁狮门
麓岭汇采撷中央公园的居住理念，在建筑设
计规划中，遵循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设计原
则，追求实现居住、生活、工作三者兼顾的绿
色人居理想。

麓岭汇住宅仅有1.8的建筑容积率，从
18 层到 31 层的高层住宅塔楼错落有致，和
谐布局，坐落于麓山自然坡地景观之上，构
造出优美的城市天际线。约2.7万平米的中
庭园林景观，保留了原生坡地的地形生态，
致力打造公园式的居住体验。小区园林由新
加坡SCI主设计师马克麦克担纲设计，以承
载土地记忆为主题，分厚土植被、缓坡绿地、
湖面倒影、花田色彩四个部分进行设计，由
层叠递进的水系、大片花田、自然草坪、景观
树木组成，实现田园牧歌式的社区生活。同
时麓岭汇住宅还规划有小区环线景观车行
道，车辆可行驶至每栋住宅楼的入户大堂
外，方便业主家人和访客出入小区。

麓岭汇住宅在产品设计上也同样体现着居住融于自然的原
则。在120～240平米的全系住宅产品中，客厅均采用了大横厅的
设计，大空间尺度的客厅和超长的景观阳台完美融合，270度双
窗观景主卧设计，最大限度开拓自然景观视野；精装住宅均配置
有地暖设施、中央空调及新风净化系统；主力户型中西式双厨设
计，配置完备的高端厨房电器。同时，住宅小区设计有网球场和
多功能泛会所，有恒温泳池、篮球场、健身房、儿童乐园、宴会厅
等设施，无不体现出麓岭汇住宅尊崇优雅、讲究居住舒适度、倡
导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

传承铁狮门深度的全球性经验和专注产品细节的理念，麓岭
汇住宅精挑细选装修材质，所使用的品牌都是同类产品中最具知
名度、同时也是久经考验的。在业主后期千百次的使用中，一定会
发现它的价值所在。从屡次荣获节能大奖的东芝智能全效家用中
央空调，到确立欧洲贵族家庭厨房电器标准的意大利Smeg、专注
于产品创新科技与设计美学完美融合的意大利库琪尼，再到世界
级高品质门窗典范德国旭格，卫浴界的劳斯莱斯杜拉维特……不
仅仅是室内精装修，从双入户大堂到每层电梯厅，从车行出入路线
到地下停车场，从智能安防系统到公共照明空间，产品设计专注考
量每一处细节，倾力打造麓岭汇住宅的内在品质。“这个住宅精装
产品，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让人欣赏喜爱的国际气质！”这是到访
参观过麓岭汇住宅样板房的房地产业内人士和高端客户的共识。

纽约中央公园豪宅风情
让居住融于自然

国际名流社区标准
构筑舒适居住体验

麓岭汇110-240平米精装样板房全面开放
首期开盘在即，VIP优惠排号盛大开启

咨询电话

028-65003888

麓岭汇样板间实景图

全球高端地产巨头铁狮门入主成都麓山
打造同步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名流社区

国际BLOCK街区配套
高端社区自成体系

BLOCK街区形式起源于美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
城市生活居住方式的体现。在美国的第五大道、西班牙
巴塞罗那、德国柏林、捷克的布拉格等都有享誉世界的
BLOCK街区。麓岭汇BLOCK街区规划为联排式商业
街区，300至3000平米的可灵活组合商业单元，可满足
生活超市、高端餐饮、咖啡酒吧、艺术画廊、名品定制、主
题会馆等各种商业经营需求，不仅可为麓岭汇业主提供
完善的国际高端社区配套，还将辐射整个麓山片区。

麓山板块不但是成都公认的高端住宅聚集区，也
正好处于国家级天府新区的核心地段，被政府全力打
造的三大板块即天府新城、秦皇寺中央商务区和新川
创新科技园所环绕；交通通达便利，地铁1号线延长
线和剑南大道、红星路南延线、成仁快速通道、成自泸
高速贯通麓山大道，驱车15分钟可达金融城，30分钟
可达市中心或双流国际机场。麓岭汇项目适应成都高
新科技产业南迁聚集发展对办公物业的需求，规划建
设有国际级办公物业。整个麓岭汇项目既有低密度精
装住宅小区，又有联排式商业街区和国际级办公物
业。三大物业形态科学规划，有机结合，使麓岭汇成为
麓山片区集居住、办公、休闲生活三位一体、自成完整
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区。

麓岭汇夜景

（符小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