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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涝纳入考核唤醒生态城市观

让话语权产生话语力

浮光掠影

媒体观察

新闻聚焦

出租资格证

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落实地方责任，加强排水防涝工作行政负责制，将其纳入政
府工作绩效考核体系。防涝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提醒我们，城市发展就应该多一些生态
敬畏感，就是发展速度慢一点，我们也应该将城市生态需要、城市本真环境放在首位，
将对城市生态的尊重放在首位。让“城市看海”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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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梅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
设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落实
地方责任，加强排水防涝工作行
政负责制，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绩
效考核体系。2014年底前，要在摸
清现状基础上，编制完成城市排
水防涝设施建设规划，力争用5年
时间完成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改
造，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较为
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

关于城市防洪工作，这大概
是最为严厉的行政措施了。我相
信，当国家将城市防洪工作纳入
了官员政绩考核，有些地方对于
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城市生态观
的懈怠意识就能得到有效唤醒。

城市不仅要提供宽敞的马路、

豪华的高楼和广场，更应预留通畅
的下水系统、储备雨水的自然湖
泊；不仅要进行现代化征服和人为
改造，还必须尊重城市布局规律、
人与城市和谐相处的自然规则，提
高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
复、维持和发展的能力。

应该说，这些年在“城市成为
泽国”等新闻的冲击下，“城市看
海”已经引起了群众的“公共义
愤”。可“义愤”归“义愤”，由于缺
乏强有力的政绩考核威慑、制度
督促，不少地方政府仍然将对于
城市防洪能力的建设、规划，尤其
是地下管网的建设和重视度心不
在焉。

特别是地下管网建设，是一
个巨大的财政投入，动辄都要投
入好几个亿，当这种防洪项目和

“面子”工程发生碰撞的时候，地

方政府还是更愿意重视“面子”工
程，而让防洪工程、民生需要成为
虚无。不愿从根上动手术，不敢进
行大规模的地下排水系统的改
造，满足于敲敲打打，维持现状，
这就是当下城市发展的投入瓶
颈。在政府绩效考核更注重外在
绩效的时候，如果考核制度不改
变，想让防洪工程、生态城市观得
到不折不扣的落实，难！

所以，国务院出台《关于做好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
知》，将防洪工程纳入了政绩考
核，非常值得期待。此举无疑在强
调，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防洪工程
是重要的民生工程。

生态城市应满足以下标准：
广泛应用生态学原理规划建设城
市，城市结构合理、功能协调；有
完善的社会设施和基础设施，生

活质量高；居民的身心健康，有自
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道德观念；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发展模式，物
质、能量循环利用率高；建立完善
的、动态的生态调控管理与决策
系统。

烟台的107医院立交桥、幸福
立交桥和港站立交桥为下陷式立
交，地势低洼，容易积水。所城里、
建昌街、向阳街、朝阳街、幸福区
片、通世路等老城区也面临排水
难的问题，防涝工作需要引起相
关部门的重视。

防涝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提醒
我们，城市发展就应该多一些生
态敬畏感，就是发展速度慢一点，
我们也应该将城市生态需要、城
市本真环境放在首位，将对城市
生态的尊重放在首位。让“城市看
海”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某人升天，使者带他参观地

狱，满桌大鱼大肉，一点不恐怖；
但筷子太长，长到每人夹食物，
都放不进自己嘴里，饿坏了。使
者又带升天者进天堂，乍看与地
狱没啥区别，又是大鱼大肉，同
型长筷子。但每个人都吃到了鱼
肉，因为天堂的人举起筷子，都
是夹给对面的人吃。天堂，属于
助人者。

——— 陈文茜(媒体人)

新三字经 :人之间，莫相欺 ;

多阳光，少诡计；不结怨，不树
敌；平生事，靠自己；热问题，冷
处理；过去事，悔无益；眼前事，
莫攀比；得到的，可失去 ;失去
的，由它去；得志时，不忘形；失
意时，别戚戚；听天命，尽人力；
放得下，拿得起；能容人，能克
已 ;不贪心，淡名利；读好书，明
事理。

——— 芮成钢(主持人)

新闻：4月1日起，长春市燃
气价格上调。其中天然气价格每
立方米由2元上调到2 . 8元。煤气
价格由每立方米1 . 5元涨至2元。
连日来，市民一直关注着长春市
燃气价格上涨的消息，面对燃气
价格上涨，大部分市民已做好准
备了。(城市晚报)

点评：再次证明谣言有多么
可信。

新闻：近日，曾作为陕西省
重点招商项目、投资2亿多元的
阿房宫景区，在运营13年后将面
临拆除命运，取而代之的是规模
更大、耗资更多的阿房宫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人民日报)

点评：一建一拆中，肥了谁
的腰？

新闻：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
研究部门几乎每年都有上百万
元的“课题调研费”、数十万元的

“重要文件起草费”，这些本该出
现在行政运行等支出上的经费，
摇身一变都成为了“虚头巴脑”
的项目支出，叫人看不明白。此
外，培训费、管理费、服务费等日
常行政经费作为项目支出，更是
比比皆是。(新京报)

点评：我想起《诗经》中那篇
有名的《硕鼠》。

新闻：有家长反映河北三河
燕郊幼幼幼儿园老师对孩子有
针扎刀划虐童行为，除此之外，
还逼迫孩子喝尿、吃鼻屎，并将
卫生纸搓成纸绳插入孩子鼻中。
园方表示“此事不可能，正常人
不会做出如此举动”。警方称目
前监控录像已被覆盖等待恢复，
燕郊开发区政府和市教委力促
家长私了。(北京晨报)

点评：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
才做得出来？

“网络化”盛行、“麦克风”普
及、“民主化”兴起的年代，人人都
或多或少有话语权。但有了话语
权,却不一定产生话语力。

君不见，一召开座谈会，不少
人都照着“统一”的思想表达，毫
无真意和深意；一组织调研，部分
人总是说些假话空话，少有实情
和实策。诸如此类，虽然拥有话语
权，却没有话语力，说再多的话又
有什么意义？

话语权的力量，不在权利本
身，而在于权利如何表达。哲人有
言：“一句真话，比世界的分量还
重。”让话语权产生话语力，说真
话是最现实的选择，也是最根本
的方法。

前不久的两会，无论是政府
官员，还是专家学者，抑或是普通
民众，都在用不同方式、不同渠道
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众声盈耳之
中，只有那些说实话、说真话的言
论，才会受到大家的热捧，引起人

们的重视。比如政协委员蔡玲提
出的“如何避免‘八项规定’一阵
风”，就因讲真话而获得13次掌
声。

不管是谁，只要说了真话，就
可能产生不可忽视的话语力。
2003年，村妇熊德明不顾村干部
的“封口令”，向温家宝总理说了

“丈夫打工的事”，引发了全国范
围内的“讨薪风暴”。“一言之美，
贵于千金”。一句真话，让国家出
台相关政策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至今惠及数以亿计的个人和家
庭。事实证明，如果广大群众不接
受“被导演”，坚持说真话，最终受
惠的还是自己。

反之，不管是谁，说了假话，
都会产生后果。政府官员尤其领
导干部说了假话，就会失去民众
的信任，固化和民众之间的那堵

“墙”，严重影响执政根基；专家学
者说了假话，就会混淆视听，影响
人们的价值判断；普通群众和党

员说了假话，也会影响有关决策，
造成形势误判、决策失误。

真话产生话语力，形成导向
力，影响决策力。现实生活中，一
些人为何不愿说真话？原因很多，
但总有一个“私”字，认为说真话，
揭露问题，影响单位形象和个人
利益；总有一个“怕”字，担心说了
实话，危及领导政声，也许会“吃
不了兜着走”；总有一个“利”字，
被利益牵着鼻子走，成了靠假话
换金钱的“奴隶”。三种心态，导致
假话盛行，真话式微，失去了应有
的话语力。

谎言的船开不远，假话只
能将人引向黑暗。事实上，说假
话可能对自己有一时之利，但对
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则是有害
的。就个人而言，你是否想过，你
有今天的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
你之前，有人说过真话实话，有人
为真相真理抗议过、奋斗过、争取
过、牺牲过。如果总觉得别人的

事、全局的事与己无关，那么有
一天你需要别人仗义执言时，
也没有人会在意。因此，当行使
自己的话语权时，一定要说实
话、道实情，用自己的力量惠及
自己、他人和社会。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
谔。“如果一直说假话，中国是没
有希望的”，“不要和稀泥，真的就
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108岁的
周有光的语录在网上大热，主要
是因为他道出了讲真话的时代意
义。

说真话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座
右铭。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
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
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
生活。”今天，我们的话语有了多
种表达渠道，最该做的就是用真
话让话语权名副其实，从而产生
助推社会前行的无穷力量。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央视新闻：有这样一批人，不
用上班，通过“出租”职业资格
证，就能坐收数万。
@ViV邓冲：很多公司都这样，只
要你能考下来，注册什么都不用
自己管。
@李清：有资质的大公司中标
后，不也常常层层转包吗？
@沐浴暖阳如春：挂证族的时
代，这个无孔不入的时代。
@dancer1662：证那么难考，跟不
上需求就产生这种怪象了。
@小嘎妈：要么资源共享，要么
制定政策杜绝。
@黑马个：建筑行业最常见的现
象了。
@佛在心中：有好制度但执行过
程只是给某些人获取非法收入
提供渠道而已。
@人生之漫步：社会普遍存在现
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导致的
法律意识淡薄才是根本。

沉冤昭雪
新闻回放：因10年前“5·19强

奸致死案”蒙冤的张高平、张辉
叔侄，终于在浙江高院的再审程
序下沉冤得以昭雪，被宣告无
罪。“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
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
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
办。”张高平说。

《长江日报》评：冤假错案，
或者在任何时间、地点都不可避
免。但制度的追求，却必定是要
将冤假错案压缩到最低限度，且
必须杜绝因人为因素肆意制造
冤假错案。为此，才强调程序正
义、“疑罪从无”、宁可错放也不
能错抓等。

类似案件中却总是包含有
太多的人为因素，以至赤裸裸地
为了结案而造案。不原谅，不宽
恕，不仅是张高平的情感诉求，
更是改革、完善制度以实现社会
运行公平正义的必须。千万别放
大所谓国家赔偿的意义，那充其
量是对于张高平叔侄俩的一点
微薄的经济补偿而已，必须尽快
到位，却绝不意味着事件的终
结，更不意味着人为造案的责任
已了。

《重庆时报》评：这绝不是无
法无天的时代，法律竖起这个时
代行为的标杆。正义的回归，不
再是心灵和名誉告慰式的平反
昭雪，而是在于公民的权利和法
律的尊严得以保全。十年，也许
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法治的治
国之本并没有改变。这不是蒙冤
的当事人是否可以原谅那些违
背程序正义的执法者，而是法律
不应该纵容那些无视法律公正
的执法者。在某些时间、一些地
方，曾经饱尝法律失陷的苦果，
事实也证明，能够维护法律的，
还是法治本身。

我们能够理解蒙冤者被昭
雪后的“激动”，也不难感知他们
的那份“恨”。正义回归，不仅仅
是对蒙冤者个体权利的拯救，更
是对程序正义惨遭沦陷的救赎。

微信收费
新闻回放：发改委经济体制

与管理研究所产业研究室主任
史炜称，腾讯有4亿用户及其衍
生出来的高盈利模式，说不该收
费，这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如
果微信不该收费，那短信为什么
要收费呢？这是个简单的经济学
常识。既然短信收费，微信就应
该收费。

《晶报》评：日新月异的科

技，带来的应该是更优质、廉价
的服务和更便捷、美好的生活。
如果一项科技成果能够让消费
者享受到更优质、廉价的服务，
就没有理由因为这样那样的利
益因素阻碍其发展。同样，如果
一种技术手段已经落后甚至可
以被更新的科技所取代，也不必
对其过多留恋。当然，提供了服
务，确应获取相应的回报，但这
样的回报只应基于市场和现实，
而非其他利益因素。

《新京报》评：与我国传统移
动通信业的垄断封闭不同，微信
推出仅短短两年时间，就自发拥
有高达4亿的忠实用户，这充分
说明微信不仅是符合互联网时
代用户体验的技术方向，其低成
本和高效便捷更是符合广大用
户的切身利益。

对微信进行少量收费可以
有，但对微信形成收费依赖切不
可以有。就当下而言，即使主管部
门同意对微信少量收费，通讯运
营商也应淡化对微信的收费思
维。对微信进行少量收费，形式上
可以相对弥补通讯运营商投入与
收益不对等造成的损失，抑或可
以通过少量收费为微信提供更优
质的通道空间。但是，如果因此形
成收费依赖，则微信作为符合广
大用户利益的新生事物，有可能
会遭到中途扼杀，通讯运营商更
可能因此不思进取，从而陷入垄
断的温床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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