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天前，69 岁的济南市民
闫先生，在家中烧煤取暖时不幸
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留下一个 34
岁的智障儿子。很多时候，从冷
冰冰的伤亡数字之中，人们看不
到单独一起安全事故究竟会造
成多大的影响。而在安全警示教
育的语境之下，一个看似寻常的
案例，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走
向崩溃的边缘。“安全无小事”这
句话，既体现在对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的防范之中，也离不开对群
众生活中那些细小的安全隐患
加以排除。

每到冬季，类似闫先生家的
悲剧总要上演，隔三差五就会有
人因煤气中毒被送进医院，有的
经救治脱离危险，有的则永远离
开了人世。不仅如此，因电热毯、

“小太阳”等取暖设备引发的火

灾，在冬季也比较常见，上述明
显带有季节性的安全事故，是确
保冬季安全所不容忽视的。由于
上述安全隐患影响范围较小，多
是涉及一家一户，这就考验着管
理者在确保冬季安全工作中对
细节的把控能力。

之所以提到闫先生中毒
身亡这件事，是因为他家属于
很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更容
易受到细小安全隐患的伤害，
却又更容易被安全工作所忽
视。住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
冬天靠烧煤取暖，本就意味着这
对父子在经济上并不富裕，再加
上两人在精神智力上有所残缺，
正常人一时不慎都有可能遭遇
的煤气中毒，对闫家父子而言
危险就更大了。三四年前家里
就曾因冬季取暖引发火灾，多

亏邻居施以援手才逃过一劫，
由此看来，这次的煤气中毒暗
含着某些必然的因素。

越是这样的家庭或个人，仅
凭自己的能力很容易遭受安全
事故的伤害，他们就越需要外界
力量的帮助，既可以是来自政府
的行政作为，也可以是来自居委
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的关怀。像闫
先生和他的儿子，现实情况摆在
这里，至少在他们所在的社区范
围之内，应该成为防范安全隐患
的帮扶重点。而到了安全事故多
发的季节，比如火灾多发的冬
季，细节上的隐患更要受到重
视。多排除一处隐患，就有可能
挽救一个家庭于水火。在确保冬
季安全方面，“细节决定成败”这
个道理，同样是适用的。

做好安全隐患的排除工作，

离不开对细节的重视，离不开对
弱势群体的重视，能否避免弱势
群体暴露于安全风险之下，最能
体现防范安全隐患的整体能力。
就拿冬季易发的两类事故（一氧
化碳中毒、电暖器引发的火灾）
来说，实现了集中供暖的社区几
乎都是安全的，容易“受伤”的就
是那些供暖、供电方面薄弱的老
旧小区。如果后者防范以及应对
安全隐患的能力提高了，特别是
老旧小区的重点人群受到了更
好的保护，就像加高了木桶的短
板那样，居民们的整体安全感也
将得到提高。

在确保安全方面，再小的隐
患也是隐患，再小的事故也是事
故，这是开展安全防范工作应当
具备的认识。就算做不到万无一
失，也需相关各方尽力而为。

在安全警示教育的语境之
下，一个看似寻常的案例，很可
能意味着一个家庭走向崩溃的
边缘。做好安全隐患的排除工
作，离不开对细节的重视，离不
开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弱势群
体是否暴露于安全风险之下，
最能体现防范安全隐患的整体
能力。

没挪用的治霾资金，也未必用对了地方

葛一家之言

开放的机关食堂，别扰乱了市场秩序

葛公民论坛

迟到的死亡名单

暴露了多少猫腻

一份来自辽宁岫岩的死亡人
员名单，揭开了发生在 2012 年的
一桩惊天秘密。当年，受台风“达
维”影响，辽宁省遭遇强降雨。鞍
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政府官网 8
月 6 日发布消息称：据不完全统
计，岫岩死亡 5 人、失踪 3 人。之
后，再无死亡人数的公开通报。

最新的这份名单显示，共有
38 人在岫岩“8·4 洪灾”中遇难，
遇难者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
等信息均被统计在内。名单的真
实性已经得到了核实。那么，是
谁在隐瞒人数，为什么隐瞒？又
是谁在充当瞒报行为的保护伞，
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利害关系？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然灾
害死亡人数必须逐级上报，信息
披露必须及时准确、公开透明。
统计是救灾的基础，只有建立在
准确的数据基础上，国家有关部
门才能作出准确评估，确立救灾
力度，现在因为虚假的数据，灾
情没能得到及时反映，也就意味
着可能有更多的受灾群众得不
到有效帮助。

失真的信息，也将对官员考
核体系产生影响。我们不清楚这
里面的猫腻，当地已成立调查
组，在最终调查报告未出炉之
前，不能妄下结论。但很显然，死
亡 5 个人与死亡 38 个人，问责
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可能涉及官
员的级别也是不一样的。由此带
来对个人对当地官场的震动力
度也是不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真相被隐瞒了，
意味着反思也停止了，一些在灾
害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得不到及时
解决，一些官员身上存在的作风
问题得不到有效剖析，社会对灾
害可能造成的严重程度没有心理
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查漏补
缺，怎么来防患于未然？

法治社会为什么容不下瞒
报，就是因为它造成的影响是多
方面的，损失也是多方面的。四
年来，这些村民用自己的办法查
找真相，四年来，多少官员却毫
发无损，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的破
坏，得花多少时间才能挽回？

死亡名单之后还应该有问责
名单，只有这样，才能还官场的清
明，才能给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摘自《钱江晚报》，作者高路）

□刘建国

12 日中午 11 时 30 分，江
苏省泗阳县政府食堂准时开
饭，来自史集街道的王维奇、
陈业瑞、刘传航等 3 名农民工
各自端着盘子，跟县里的机关
干部们一起排队打饭，然后与
干部们坐在一起用餐。这个机
关食堂价格实惠，午餐 9 元就
能吃饱吃好，而且对社会无门
槛开放，大大方便了附近的民
工和居民。（ 12 月 13 日《现代
快报》）

根据报道来看，与社会餐
饮行业的饭菜相比，泗阳县政
府的食堂饭菜质量和价格，都
确实要好得多。比如，烧瓦块
鱼 5 元，青椒炒肉丝 4 元，排
骨 8 元，素菜 1 . 5 元到 2 元一

份……确实是实惠至极。政府
食堂对外开放，表面上看让一
些农民工得到实惠，摆出了政
府开放包容的姿态，但如此做
法的背后，却也存在隐忧，值
得进一步反思和考量。

根据泗阳县政府食堂工
作人员的说法，“我们不分机
关干部还是平民百姓，不分你
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谁来都
可以办卡吃饭。”那么，政府食
堂广受欢迎的背后，原因正是
在于饭菜价格低廉、价格实
惠。问题的关键是，为何政府
食堂的饭菜质量好、价格低
呢？可以断定，这里饭菜价格
更加实惠的背后，就是因为食
堂承包单位还是享受了各种
优惠，比如集中采购食材、设
施租金低廉甚至全免等，从而
保证了饭菜价格的低廉。

仔细想想，政府食堂开放
广受欢迎，其背后的竞争力正

是在于，食堂的经营并不完全
遵循市场化逻辑。也就是说，
政府食堂的开放，在整个餐饮
市场而言，并不具有复制的可
能。从维护餐饮市场秩序的角
度来看，机关食堂全开放成了
一个不折不扣的搅局者。市场
竞争中的餐饮行业，没有任何
补贴、优惠，其经营成本要远
远高于政府食堂，饭菜的价格
自然也会水涨船高。由此，当
政府食堂开放没有跳出财政
补贴的窠臼，其必然存在过度
福利化的痼疾，市场竞争在此
无从谈起。

中央多次重申，“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
用。”正因为如此，任何干扰
正常市场秩序的不正当行
为，都应该受到约束和禁止。
即便表面上具有“惠民利民”
的特征，但在经营方式和理
念上，也应该恪守市场化的

运营规则。政府食堂开放的
背后，关系到政府机关食堂的
隐形补贴、优惠如何使用，更
涉及到机关补贴福利是否可
以面向不特定的公众。从这个
方面而言，假如政府拿着纳税
人的钱，向不特定的对象给
予照顾和优惠，无疑是对纳
税人不负责任的表现。

不可否认，政府食堂可以
开放，但却应该秉持法治思
维，更应该恪守市场规则。对
于政府而言，不能因为食堂的
开放，混淆了市场与公权力的
界限，更不能以公权扰乱市场
秩序。“惠民利民”的初衷和目
的并非不可，但应该讲究方式
和方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不
能只是为了挣得好评，而忘记
了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和维护
市场秩序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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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细节，加高安全防范的短板

□乔杉

随着“大气十条”终考临
近，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值得关
注。12 月 12 日，财政部发布《防
治大气污染必须堵住资金流失
漏洞——— 关于中央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检查典型案例的通
报》，公布对京津冀等 9 个省
(区、市)2013-2015 年中央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的检查结果。从检查结果看，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被挪用
的情况较为突出。（12 月 13 日

《每日经济新闻》）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民群众希望天是蓝蓝的，空
气是新鲜的，在任何时候任何
地方都可以来一个自由自在
的“深呼吸”——— 这已然成为
基本向往，也是各级政府必须
满足的基本民生。

当前，虽然雾霾形势严
峻，但在治霾上也处于难得的
风口期。现在对于环境和空气
的重视，可谓已经到了历史最
高。各个层面明确表达了对
于雾霾的态度，并且推出了
很多举措。在治霾上，“钱不
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
不能的”，如果没有真金白银
的投入，想要治霾取得决定
性效果，简直“想都不用想”。
当前财政并没有充足到“不
差钱”，在发展和民生上需要
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就在
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拿出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体现了较
高的环境自觉。

有关地方的做法，让人大
失所望。从检查结果看，竟然
有上亿治霾资金挪去发工资、
搞招待，这既说明一些地方对
于守纪律讲规矩依然置若罔
闻，也说明一些地方对于治霾
的重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甚
至可能把治霾当做中饱私囊

的“重大机遇”。这种状况不改
变，彻底解决雾霾问题没有希
望。因此，对于挪用的治霾资
金，不仅应该追回，而且应该
追究当事人责任。

也有观点认为，“相对于
大气污染防治 1 . 75 万亿元的
投资需求而言，这些毕竟是很
小的部分，对于‘大气十条’的
考核不会有太大影响”。相对
于 1 . 75 万亿元的分母，挪用
的上亿资金，作为分子可能不
算什么。但要看到，这是一种
极其恶劣的行为，如果对其姑
息的话，可能造成现象级恶
果。在全民重视雾霾的背景下，
连治霾资金都可以挪用，由此
可见无视纪律和规矩到了何等
严重的境地。治霾需要铁的纪
律和作风，有着这样的作风和
认识，治霾还会有什么样的进
展，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而且，这样的作风和认
识，是存在“腐蚀效应”的。
对于治霾来说，难道仅仅是
挪用问题吗？近年来，随着

大气污染防治日益被重视以
及 PM2 . 5 概念的流行，雾炮
车也火了起来。多地采购了
这一新型工具，雾炮车也逐
步以“治霾神器”的面貌为
公众熟知。但在专家看来，
雾炮车更像是一件“皇帝的
新衣”，只能自欺不能欺人。
这是什么？这就是滥用。“防
治大气污染必须堵住资金流
失漏洞”，难道仅仅需要堵
住挪用的漏洞吗？

不必讳言，治霾资金挪
用并非孤立出现，挪用与滥
用是对双胞胎。目前只是通
报了挪用情况，但从过往的
经验教训以及浮现的端倪来
看，恐怕还有滥用的问题。
相对于资金挪用，滥用更具
有隐蔽性，同样需要以坚决
的态度来坚决制止。“好钢
要用在刀刃上”，把来之不
易的治霾资金用足用好，这
是有关方面必须承担的责
任。“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
次”，同样适用于治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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