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检验代表委员的“问题意识”

□王僖

2月初，我主持了一场以
“厉行节俭，反对浪费”为话
题的社区对话，基层的工作
人员、社区老百姓在拍手称
快之余，也有一种担忧，这会
不会只是一阵风？会不会吹
过去就算了？

此前，从市两会到省两
会，会风的改变引起了很高
的关注。媒体集中火力报道
的是会场上不铺红地毯了、
不摆鲜花了、不宴请了……
当我们带着这种惯性思维来
到全国两会时，大会新闻组

却对各媒体提出要求，希望
不要过多炒作表面上会风
的转变，而是更多地聚焦
大会发言内容上的转变。虽
是“禁令”，却让我们感到眼
前一亮。

会场上，代表委员的
驻地里，到处都能捕捉到
会风转变的影子。不摆鲜
花什么的不值一提了，连
往年代表委员所提交的建
议、提案都实行无纸化了。
代表委员就餐的门口，是
醒 目 的“ 光 盘 行 动 ”的 标
语，就连喝矿泉水都有广
告牌提醒你，要标记好自
己的水瓶，可多次利用，少
开一瓶是一瓶。

对于会风的改变，代表
委员也是乐在其中。热播剧

《焦裕禄》的创作者、全国政
协委员何香久就说，会风转
变了，委员们更开心，没了保
存困难弃之又心疼的材料文
件，没了没必要的迎来送往，
他们也可拿出更多的时间、
精力去弄提案。何香久说，
之前，他也担心这场节俭
之风会不会是一阵风，可
来到两会上，他放心了，因
为会上的种种细节，让他对
这场节俭之风长久地吹下去
充满了信心。

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
活中最大的事情之一，要让
节俭风不只是成为一阵风，
更多地需要代表委员的率先
垂范。如今，他们已经这样做
了，大家就一起跟上吧！

(作者为本报特派记者)

代表委员提出了多少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为解决问题贡献了多少智慧，直接关系到两会是否有足够的内在活力。

“眼中含泪”能洗去国产奶粉的尴尬吗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香港特区自本月起对离
境人员实施奶粉“限带令”。
面对家中嗷嗷待哺的婴幼
儿，不少内地父母顿觉余粮
不足。“奶粉危机”再度袭来，
闾巷之间、网络之中也是热
议不断。汇集民意的两会自
然不会绕开这个话题。全国
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针对

奶粉问题表示，内地奶粉99%

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但群众
信心不足。全国政协委员、国
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谈及
这个现象，已是眼中含泪。

其实，在香港特区实施
限制措施之前，荷兰、德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早
已感受到了来 自 中 国内地
的抢购压力。这股波及大半
个地球的“寻奶”热潮，对
于综合国力已经显著提高
的中国来说，当然不是什么
有面子的事情。要把消费者
伸向世界各地的手拉回来，
关键还是先提振他们对国产

奶的信心。
姑且不论来自质检总局

的“99%”有无水分，至少专家
认为内地奶粉在 工 序 和 配
方上与进口奶粉相差无几，
一些洋品牌也在内地设有
工 厂 。由 此 可 见 ，消 费 者

“崇洋”，并不是对内地奶
企的实力和技术不放心，而
是对生产者和监管者的“良
心”不放心。多年来，内地
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在热
点问题上的“鸵鸟态度”确实
强化了消费者对内地奶粉的
不良印象。如果说阜阳的“大
头娃娃”事件只是动摇了消

费者的信心，那么石家庄的
三聚氰胺事件几乎给国产奶
粉带来毁灭性打击。经历过
这些波折，内地奶企本应该
痛改前非，以可靠的质量重
塑消费者信心，让人失望的
是，内地奶企这些年仍然是
丑闻不断，或许这些都可以
归入微不足道的“ 1 %”，但
有多少消费者愿意拿自家
人的健康赌一把？中国内地
的市场足够大，更多的消费
者还没有能力在海外寻找
放心奶，很多内地奶企愿意
得过且过，也许就是看准了
这一点。在一些生产企业不

足以信任时，监管部门在奶
粉质量问题上的拖和捂，无
疑加剧了消费者的信任崩
塌。虽然三聚氰胺事件的众
多受害者迟迟得不到应有
的赔偿，当初受到处分的那
些官员却是竞相复出或升
职，奶业的监管模式也未见
根本改进。既要消费者相信，
就应该拿出一些能够取信于
人的行动，否则岂不是诱人

“迷信”？
在消费者都知道“睁眼

看世界”时，监管部门不妨
也看看其他国家如何处理
食品质量问题，学一学现成

的世界先进经验。近日，欧
洲各国对“马肉风波”的处
理手段堪称范例，这些国家
对这个事件的重视，以及对
涉案企业的打击力度，甚至
让中国内地消费者都感到
些许惊诧。此后，德国又发
生了以普通鸡蛋冒充有机
鸡蛋的事件，被认为是德国
农业史上的最大丑闻，德国
相关官员的感受是“令人发
指”。如果我们的监管部门
也能对企业的不法行为多
一些苛刻，对自己的失察多
一些不宽容，何愁唤不回消
费者信心。

消费者“崇洋”，并不是对内地奶企的实力和技术不放心，而是对生产者和监管者的“良心”不放心。

“其实很多富人还是想
回报社会的，不过在社会仇
富心理下，很多人害怕而选
择移民。”——— 全国人大代
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

点评：其实很多穷人是
不想也不愿仇富的，深化改
革，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则你
好我好大家都好。

“以前来开会，天天晚上
有饭局，还要喝酒，今年饭局
都没有了。”——— 全国政协委
员段祺华

点评：会风真的变了。希
望代表们不仅能为少喝酒而
庆幸，更能为开好会而努力。

广州的地价原来是六七
千，现在涨到了一万八，两年
多时间涨了两倍，你说房价
怎么能下得来？调来调去都

在调市场、调发展商，却不调
政府。遇到总理我要说：‘调
控房价，先调控政府。’”———
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董事
长黄文仔

点评：黄文仔这句话算
是说到了点子上。在房地产
调控这个问题上，“国n条”只
是打麻药，如今麻药打得都
快上瘾了，终于有人点出了
病根所在。

“求求大家，不要再问楼
市和‘国五条’了！”——— 全国
政协委员、住建部部长姜伟
新面对记者追问时，抱拳向
记者“讨饶”道

点评：什么样的问题能
把姜部长逼成这样？八成
是：“请问姜部长，现在牛
羊肉贵，给牛羊肉加征20%

的消费税，能让肉价降下
来吗？”

“空气、水、土壤污染这
‘三座大山’压在我们每一个
人头上，喘不过气来，有很大
压力，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办
法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点评：李委员是不是可
以考虑首先让自己旗下汽车
的节能减排标准向世界领先
水平看齐？

“也许，小组会多你一个
少你一个问题不大，但是，你
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
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

万人沉默。”——— 民进中央专
职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朱
永新

点评：这提醒各位代表
委员，两会可不是展示涵养
的地方，该拿出点67万人应
有的“喧嚣”。

本报评论员 王昱 点评

□本报评论员 金岭

相比不封路、节约办会
等会风转变，代表委员能否
展现出更多的“问题意识”，
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会风。

“问题意识”，简单说就
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提
出问题的能力。代表委员能
提出的真问题越多，两会的

效率就越高，也就越能满足
民众的期待。

讲出真问题，是代表委
员有担当和有参政议政能
力的表现。在两会这样严肃
的对效率要求很高的话语
平台上，要触及敏感的热点
难点问题，尤其是那些涉及
复杂利益关系和现实矛盾
的问题，并能为解决问题化
解矛盾贡献智慧，没有责任
担当，没有政治能力，决非
易 事 。而 说 场 面 上 的 客 气
话，说万金油式的套话，说
言不及义的空话，说大而无

当永远正确的话，则不需要
什 么 担 当 ，不 需 要 调 查 研
究，应付了事是很容易的。
但民众期待的是有“问题意
识”的代表委员，只有这样
的代表委员，才能表达他们
的心声。

两会的活力来自代表
委员的言论，代表委员提出
了多少值得关注的现实问
题，为解决问题贡献了多少
智慧，直接关系到两会是否
有足够的内在活力。但敢讲
真问题和善讲会讲真问题，
是能力问题，更是责任和担

当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
常常会有一种不必要的习
惯性担忧，那就是一说到问
题，就感觉会破坏了气氛，
甚至担心引起争论，或者是
担心把舆论的目光吸引到
自己那个地方来，为地方和
个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种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如果自己的建言是为大
多数人的福祉考虑，那就不
应该被担忧屏蔽。其实，最
好的气氛，是多提问题多解
决问题，一碰到难题就躲躲
闪闪绕着走，或者顾左右而

言他，这样的气氛表面上很
和顺，实质上是破坏了两会
应有的健康气氛。

两会的活力，直接关联
和展示着中国社会的活力，
又反过来直接触动舆论和
公众的神经，为社会注入新
活力。十八大后，气象为之
一新，最高领导人看到的问
题之多、言论口径之大，为
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言论
标尺，在这个背景下，我
们对代表委员在今年两会
上的表现当然有更高的期
待。事实证明，代表委员言

论越开放、言论禁忌越少，
民众对现实和未来就越有
信心。

其实，很多时候，所谓
“问题意识”，并不意味着特
殊能力，只要把真情实感说
出来就行了，说白了就是一
种说真话的能力和习惯。习
近平总书记说，“对中国共
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
评”，这句话的背景虽然和
两会有异，但其张扬的那种
说真话的政治文化，理应成
为观察代表委员言论的标
尺。

把节俭这阵风刮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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