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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城管“装”小贩，演戏给谁看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武汉城管摆摊事件，峰
回路转又有了“第二季”。武
汉市城管委昨天在新闻通气
会上亮出了“底牌”：城管摆
摊不为赚钱，只为完成“体
验”任务。

大多数人原以为涉事城
管只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
才白天执法、晚上摆摊，还希
望城管部门能宽大处理，不
料这被人同情的城管却是被
派到夜市的“卧底”。情节逆
转之快，比延安城管踩头事
件有过之无不及，无论真相

如何，和群众演戏的手段都
让人感到非常的别扭。

“卧底”的说法，现在看
很像是有关人员的灵机一
动。毕竟，在开通气会之前，
武汉城管委还在严肃地表
示要“进行调查”，一天之后
就爆出了城管加班“卧底”
的 行 动 ，已 然 是 坏 事 变 好
事。因为“高度保密”的需
要，关于“卧底”既无文件，
也无会议纪要。唯一被城管
当做证据的是“摆摊日记”，
但这本日记是否真的是逐
日所记，还是临时补记，也
存在疑问。

即便武汉城管委所言句
句属实，公众对执法人员的
这种违法式体验，也很难拍
手叫好。在很多人看来，如果
城管部门已经认定占道摆摊
属于违法行为，那么城管执法
人员就应从自己做起，不参与
这种行为，否则，城管人员为了

“换位思考”可以长期摆摊，其
他执法部门人员也可以进行

“钓鱼式执法”，甚至直接参与
更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城管
人员真的想了解小贩们的想
法，以目前双方的紧张关系，
穿着制服确实不容易沟通，
但业余时间脱下制服经常到

夜市上走一走、听一听，显然
比守着一个摊位卖货更见
效。

即便城管部门认为这种
“卧底”也很有价值，比如可
以 混 在 小 贩 中 间“ 假 戏 真
做”，体验与城管执法人员打
游击的感觉，但公众依然很
难认可这种表演。城管执法
人员有必要“卧底”吗？在公
众眼中，大多数城管人员本
来就身在基层，穿上制服是
城管，脱了制服是群众，了解
小贩的想法和需求其实并没
有太多障碍。现在，一些小贩
之所以见了城管敬而远之或

者一哄而散，一些城管的“悍
吏”作风才是沟通难以进行
的主要原因。武汉城管不从
改变作风、重塑形象做起，反
而另辟蹊径搞“卧底”，无疑
是舍本逐末。城管执法人员
装作小贩，虽然也可以偷听
到一些真话，偷窥到一些真
相，但这样的做派已经表明，
在城管人员心中小贩都是不
能正常交流的，必须采取非
常规手段才能接近。如果城
管“卧底”确实是精心策划的
机密行动，现在说出来不但
没有温馨的感觉，还只会让
人寒心。

因为前后情节一波三
折，超越常人的理解，有人已
经怀疑武汉城管在炒作。无
论真相最终如何，武汉以及其
他地方的城管部门应该从这场
风波中认识到，只要有为人民
服务的诚意，重塑形象或者走
近群众并不难，但是千万不要
乔装打扮，不管装得有多像，一
旦真相被戳穿，注定是个笑柄。
在基层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应
该主动“接地气”，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既要了解群
众的难处，也让群众明白自
己的苦衷，这样才能实现真
正的“换位思考”。

小贩之所以见了城管敬而远之，一些城管的“悍吏”作风才是沟通难以进行的主要原因。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诚

意，重塑形象或者走近群众并不难，但是千万不要乔装打扮，一旦真相被戳穿，注定是个笑柄。

据统计，在湖北省襄阳市的公交车上，每年有1100多把安全锤被盗。近日，公交司机王
明功驾驶途中，看见一名精神病人用砖块砸破了公交车前门，便有了用砖块代替应急工具
的想法。襄阳市公交总公司相关负责人称，将在公交车上放置应急砖试用，若可行，将在全
线路推广。(6月17日《楚天快报》) 漫画/李宏宇

应急“砖”用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同学你好，发现你上个
月餐饮消费较少。不知是否
有经济困难？如有困难，可电
话、短信或邮件我。”这条信
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困难
生餐饮预警系统，该校通过
饭卡消费情况，了解学生经
济状况，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帮助。

华东师范大学能主动关
心学生的冷暖、主动帮学生
排解困难，这是很可贵的。当
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

向务实和功利，“各人忙各人
的”成了常态，像这种充满人
情味的“多事”之举实在是太
少了。

孟子曾用“乡里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描述古代邻里乡亲友善
相处、社会美满融洽的美好
意境，这也是人际关系的理
想图景。在过去二三十年间，
我们还曾在乡村、家属大院
中感受过这种和谐和温暖，
眼下这种温情场景却越来越
难看见了，大家更熟悉的是

“比邻若天涯”。远的不说，端

午节至今，武汉、济南相继有
独居者、患病者死在家中数
日后才被发现的事情爆出，
被发现时尸体已经腐臭。

这样的悲剧虽然有偶然
性，但从中不难发现人际关
系、邻里关系的疏离和冷漠。
出现这一局面，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
注意。一是由于社会转型，人
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
会，信任格局随之改变，同时
一些不良社会现象也加重了
这种趋向。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

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
告2012-2013》显示，目前我国
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
有不到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
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
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二是
大家忙于自我发展、自我奋
斗，希望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创造最大的价值。在这种心
理支配下，人际交往带上了
强烈的工具性的色彩，对能
产生“好处”的人费尽心机也
要打交道，对邻居却是“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

这种对别人不管不顾、

冷淡甚至提防的氛围是很可
怕的，身处其中，失意者难以
得到抚慰，成功者也难免孤
独，个人的安全感、幸福感会
受到影响，也不利于包容、和
谐的社会生态的形成。

应当看到，为了打破人
与人之间的隔阂，一些地方
也创新思路进行了尝试。2011

年，杭州西溪蝶园等小区的
5500户业主曾共同讨论制定
了《邻里公约》，内容包括乐
于参加公共活动、邻居见面
主动问好、关怀和帮助独居
老人、邻居长时间不在家帮

助照看等19条约定。而这样
的《邻里公约》，在南通、太原
等城市也已经出现。

这样的点滴努力是必
要的。正如海明威所说：“谁
都 不 是 一 座 岛 屿 ，自 成 一
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
的一部分。”以主动的、热情
的姿态去关心人、帮助人，
在这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的

“慰问短信”带了个好头。社
会不妨对这类举动多些赞
誉 和 褒 奖 ，构 建 正 面 的 导
向，让温情、善意的行为出
现得更多些。

□佘宗明

近日网帖爆料，安徽潜
山县副县长张林森挂职期
满，该县十强企业的老总到
高速路口欢送，打出“有这样
的好干部中国梦一定能实
现”等横幅。(6月17日人民网)

在古代，清官离任，百姓
撑“万民伞”相送，虽是佳话，

却也勾画出官民地位的悬
殊。在现代政治伦理中，官员
不再是“父母官”，而是“公
仆”。他们为民众服务，不过
是履职尽责，而非权力恩赐。

官员离职，企业老总竟
“热烈欢送”，这幕景象本就诡
谲。现场挂出的横幅上的赞语，
将张林森直接称作“中国好干
部”，还顺势跟热词“中国梦”

捆绑，看起来正能量爆棚，可
奉承之意也溢于言表。

“中国好官员”，不是横
幅能造出来的。从企业老总
欢送官员的“怪现状”里，不
难窥见当地的治理生态———
在利益媾和下，官商间渐而
形成了病态默契，这种默契
的生长，反而将普通老百姓
隔离在外。

“好干部”不是横幅造出来的

温情的“慰问短信”应该再多些

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
一块背景布，任务是来填满
座位，适时鼓掌。

一位参加工作17年的
机关副处级干部，如此“吐
槽”那些形式主义的座谈会
和学习会。在他看来，相关
精神早已获悉，但还是要分
别召开各级会议来层层传
达，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当然有污染了，那冒
的黑烟，一袋烟的工夫就能

飘到北京。但是，不这样咱
们村里人吃啥呢？

诚如保定方顺桥镇的
这位村民所言，在环境问题
的背后，是巨大的发展压
力。在强调美丽中国的同
时，也需要思考这样的问
题：治理成本谁来分担，经
济减缓的责任谁来承担？

“官二代”被“火箭提
拔”，主犯不是坐“火箭”者，
而是制造“火箭”者。

《法制日报》发表评论
文章称，必须将“火箭提拔”
事件中的责任人“一锅端”，

才能让试图逾越“红线”者
有所畏惧。

有人拿着学生签证，却
无心学习，更有人从未到学
校报到。

加拿大移民部近日表
示，去年各国留学生签证被
取消人数为492人，中国留
学生居“榜首”。一些出国留
学的人，并非追求更好的教
育，而是依仗家庭财力，逃
避国内教育的压力。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郭元鹏

广东中山市横栏镇在工
业企业统计上虚报6 2 . 9亿
元，被国家统计局在官网上
曝光。横栏镇有关负责人表
示，统计工作的作假问题，反
映了某些基层统计工作人员
对统计法缺乏敬畏之心。目
前统计办的主任已经被停
职。

统计数据为什么会这么
悬殊，每个人心里都深深懂
得。这就是“官员出数字，数
字出官员”的评价标准造就
的。掺了水的统计数据真正的
幕后导演是谁呢？就是那些想

“跑步前进”的官员们。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地方媒体播发的新闻中出
现“某某增长是去年的多少
倍”的表述，这些数据却与百

姓的感受有着天壤之别！
要说这样的数据是因为

统计员“对统计法缺乏敬畏
之心”，还有一定道理，是因
为他们不坚持原则搞出了比
海绵吸水力还强的“统计数
据”。但是，追责决不能到此
为止，出了事就让统计部门

“埋单”，“掩护”了真正的责
任人，只能助长数据造假的
行为。

别让统计部门为数据造假埋单

□刘英团

近日，在上海闵行区法
院某法庭，被告席上坐的是
闵行区人保局局长。原告是
一家电力设备公司的老板
娘，她对一起工伤认定不服。
(6月17日《解放日报》)

“一把手”坐被告席并不
常见。据报道，2008年至2012

年，上海司法机关受理的

9631件一审行政案件中，仅
741个案件有领导出庭应诉，
占比尚不足10%。不少行政
机关抵触出庭，开庭时被告
席上空无一人。

如果行政机关负责人尤
其是“一把手”连出庭应诉的勇
气都没有，还谈何承担责任？不
出庭应诉，又岂能认识到具体
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而相当
数量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尤其

是“一把手”不出庭应诉，这不
但有损于司法权威，也违背了
行政诉讼制度的初衷。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代
表政府和公权力，原告相对
处于弱势地位。官员出庭，首
先体现的是对于普通公民或
社会团体的尊重，体现法律
面前官民平等。因此，行政机
关负责人与原告平等“对
话”，并不丢“面子”。

“一把手”坐被告席并不丢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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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向务实和功利，“各人忙各人的”成了常态，像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多事”之举实在是

太少了。以主动的、热情的姿态去关心人、帮助人，在这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的“慰问短信”带了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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