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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超级寒潮”，别心存侥幸

本周最后几日，据称源自北极
的“超级寒潮”将会袭来，中国气象
局已于1月20日20时，提升重大气象
灾害（暴雪、冰冻、寒潮）四级应急响
应为三级应急响应。反映到朋友圈
里，小心“冻成狗”或别忘穿秋裤的
忠告，更是呈现刷屏之势。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一个冬天那么长，真正考验人抗冻
能力的就是最冷的那几天；同样的
道理，一个地方的管理水平，也是在
特殊气候之下体现得最为明显。面
对这场已经预见到的寒潮灾害，如

何减少损失、平稳度过，无疑是对各
地政府最现实的考验——— 做好充分
准备，不忽视任何细节，尤其不能忘
了给那些最容易受到寒潮伤害的弱
势群体送去温暖。

这几天就有媒体报道，杭州、合
肥、南昌等一些城市，超市比“双十
一”还火爆，市民囤货备灾，导致部
分蔬菜都断档了。人们之所以如此
紧张，“极地寒潮”的名头还在其次，
更多是被2008年年初的那场寒潮吓
怕了。在那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
广的低温冰冻雨雪天气里，自然灾
害与各种次生灾害、衍生灾害叠加，
相当多的民众受到寒冷、停电、停
水、食品供应紧张的影响。即便不说
亲历者，就连看过相关报道的北方
民众，都是心有余悸的。

今年的这场寒潮，虽说按照预计

冷空气会较快过境，远远达不到2008

年的灾害程度，但彼时的教训仍是值
得吸取的。首先是对灾情的预计不
够，很多地方在经历了赏玩雪景、感
叹雪多之后，才发现雪灾已然形成；
其次是应急机制断裂，既没有及时形
成预案，又常常陷入预案无人执行的
境地；第三是部门利益纷争，信息混
乱且各自为政，如原铁道部与广东地
方相互矛盾的决策，就使几十万旅客
白白地在车站“几聚几散”。原本可以
避免或被有效抵抗的天灾，却被人祸
所放大，这是最令人痛心的。

“吃一堑长一智”，对于今年这
场“世纪寒潮”，气象部门提前就有
了预判，部分城市对学生假期也做
了调整，应该说开了个好头，下一步
就看寒潮过境的那几天，应急预案
执行起来是否有条不紊了。大的方

面，春运旅客的安排、重要物资的运
输、电力供应的保障等，都需要相关
部门投入更多的精力；小的方面如
生活用品的供应、城乡道路的清扫
等，也不容忽视，尤其要考虑到居住
条件较差的居民以及城市里的流浪
人员，越是冷天他们越容易受到伤
害，也就越不能忘了雪中送炭。

应对自然灾害，在大处需要统
筹协调未雨绸缪，在小处也需注重
细节补上“短板”，尽最大的可能保护
好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眼下最
值得担忧的是，看着天气预报说周日
寒潮就过去了，就会有人受到侥幸或
盲目乐观的心理影响，无意识或“不
舍得”投入，让本可避免的悲剧发生。
别忘了，这些年来，有多少城市夏天
看过海，又有多少人在雨中被一个
个不见踪影的井盖夺去生命。

冬天那么长，真正考验抗冻能力的就是最冷的那几天；一个地方的管理水平，也是在特殊气候之下体现得最

为明显。原本可以避免或被有效抵抗的天灾，却被人祸所放大，这是最令人痛心的。

□莫开伟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
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显示，全
国31个省份中只有8个当年结余
为正数，其他都出现了亏空；且有
800亿元养老金被挪作他用，资金
去向不明（1月21日央广网）。

一边是养老金入不敷出，中
央不得不为此出台了延长退休年
龄、划拨国有资本补充养老基金
等措施；一边却又是挪用养老金
呈逐年增长之势，大把的养老金
去向不明。这让民众对养老金安
全产生担忧，同时也动摇了不少
人继续交纳养老保险的信心。

养老金被挪用不只是2015年
才发生的事。据社科院这份报告，
从2003年开始，养老金就被挪用
了，金额是从84亿元上升到百亿
元、再到今天的800亿元。在长达
12年的时间里，为何各级地方政
府的挪用行为越演越烈？

原因不外乎三方面：其一，各
级地方政府一遇到资金紧张且不
管什么支出，一律打养老金的主
意；在动用养老金上，地方政府权
力过大并缺乏制约，致使养老金
处于事实上放任自流状态。据审
计署以往披露，社保基金被挪用
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资金不足、购
建固定资产、违规出借、弥补经
费；中科院这份报告也显示，2012

年部分地区违规使用社会保障资

金共17 . 39亿元，其中5 . 95亿元挪
用于政府部门经费，3664 . 80万元
用于购建基层单位职工住房……

其二，现有养老金管理体制
存在缺陷，挪用养老金成了一个
不设防的“安全地带”。我国养老
金没有实现全国统账管理，分散
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地方政府及
各个部门，为挪用社保基金大开
了方便之门，也给监管带来了巨
大难度。其三，中央政府缺乏严厉
惩戒机制，加上地方政府近年土
地财政越来越枯竭，挪用养老金
处于事实上的法不责众困局。

显然，养老金被严重挪用现
象再次敲响监管警钟。目前除了
对已被挪用养老金去向开展认真
审计和跟踪调查、对相关责任官
员及工作人员进行严厉追责之
外，更重要的应是构筑覆盖养老
金的全方位安全监管体系。一是
实现全国统账管理，堵塞“跑冒滴
漏”现象。二是提高透明度，每年
将全国收缴和支出的养老金总
额、投资经营情况通过各类媒体
向民众及时公布。第三，养老金投
资交由专业机构进行，并进行全
面科学论证，避免投资决策失误。

此外，建立严厉追责机制，对
现在尚未上交任由地方政府管理
的养老金，严禁地方政府擅自动
用，对挪用养老金弥补其他财政
经费不足项目支出的，对党政一
把手一律进行就地免职或追究刑
责，增强养老金管理威慑力，打消
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的任何企图
或侥幸心理。

被挪用800亿元，养老金安全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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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了没闹？

□魏新丽

此次事件有别于同类事件的
最大特点就是，公家下场。这种现
象于情、于理、于法都值得讨论，也
成为各家媒体关注的焦点。17日，

“新浪锐见”率先登场，时评撰稿人
王石川在《中科院大战北医三院，
法律呢？》一文中呼唤法律归位。既
然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医闹
行为将受到相应刑事处罚，那就

“应该在法治轨道内维权，如果挑
战规则，恐怕维权不成反被规制”。

紧随其后，主流媒体也开始大
篇幅讨论。《中国青年报》评论员王
钟的在《医院发公函，会让医患矛
盾更复杂》一文中认为把职工的

“私事”，扩大为公对公的“公事”，
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今天因一
职工去世给医院
发公函，明天是
不是也可以因职
工被盗窃、被欺
诈给派出所发公
函？如果职工卷
入官司，是不是
还要给法院发公
函？”王钟的认为
此次事件是因为
单位尚未意识到
在现代劳动关系
下，“单位人”的
角色早已被“社
会人”所取代。

出了事先去
找公家，说到底
是因为法律的权
威 尚 未树立 起
来。《南方都市
报》时评作者曲
征在《医疗纠纷
公函掐架，法律
成了旁观者》一
文中就提出了担
忧 ：“ 来 场‘ 医
闹’，没理也沾三
分光，如果不去
闹腾一番，规规
矩 矩 做 个 老实
人，那么，自己的
权益说不定就会被侵犯。”

因此，多家媒体对“公文大战”
说不，呼唤法治。《新京报》则发表
社论《解决医疗纠纷，别让公文压
倒真相》，认为“化解医疗纠纷，法
治是正途，‘公文助战’只能是歧
路”。这是一种“传统医疗纠纷处理
路径的跑偏”，而这种跑偏的危害
显而易见，就是“让很多人陷入公
平焦虑：觉得遇到医疗纠纷，就得
找关系、拼背景，而不是看事实、找
真相。”因此，《新京报》将这些掺和
者都定义为“医闹”，或者如时评作
者朱昌骏在《西安晚报》中所写的

“一种‘升级版’的医闹形态”。
公家下场，最值得忧虑的是它

们能否做到公平公正。《京华时报》
评论作者兵临在《孕妇死亡官方公
文PK，真相呢？》一文中就认为这三
家是“预设立场，迫不及待地为‘自
家人’抗辩”。说到底还是要“将纠
纷和冲突纳入理性轨道，呼吁法
治。”央广网在评论《医疗纠纷别沦
为公章对抗》一文中也希望此事

“成为以事实为依据、用法律解决
医患纠纷的一个拐点。”

利用舆论的力量来获得支持，
占得先机，给自己谋求利益，这无
疑是个非常不好的示范。《钱江晚
报》在《医疗纠纷，诉诸口水不如求
之于法治》一文中就批评了这种行
为。“希望借助于舆论关注的权利
也不能被滥用了，更不能将舆论的
关注当成自己的跑马场，抱着一种
想用就用一下、能借几分力就借几
分力的心态。”

不过，也有媒体唱起了“反
调”。《北京青年报》1月18日发表社
评《“公函维权”无可厚非》，从情理
上给公家点赞。文章认为，双方都
得到了组织上的支持，是公平的。

“每个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所
供职单位、工会组织、公益组织或

有关公权机关都
可以给予必要的
支持与救济，有
了这种合理合法
的支持与救济，
每个公民都能真
切地感受到，自
己是一个有‘单
位’、有‘娘家’的
人，而不是一个
举目无亲、孤苦
无助的弃儿……
只要没有滥用公
权力，没有鼓动、
怂恿员工采取非
法手段，就应当
是没有问题的。”

更进一步，
《法制晚报》的快
评《化解医患纠
纷 需要提前介
入》也认为，中科
院的做法并无不
妥之处。这种做
法 不 只 是“ 撑
腰”，还可以视为

“约束”。“从法律
上来说，在我国
的民事制度中，
就留有单位法人
支持当事人进行

诉讼的空间。患者个人面对强势的
医院法人，这种强弱力量的失衡，
导致部分患者拒绝正常途径，选择
偏激手段维权。有了单位的出面，
患方很大程度上有了可以信任、依
靠的组织，而不会为别有用心的人
所蛊惑。”他认为，这种充满人情味
与人性化的行为，值得鼓励。

不管公文大战是否合情合理，
都改变不了这件事情的本质：医疗
纠纷导致的医患矛盾。《人民日报》
时评《理顺医患纠纷需以“理”服
人》便将舆论的视线带回到医患关
系。这件事情是医患矛盾的升级和
激化，反映出“化解医患矛盾，已到
了必须重装‘操作系统’的时候了。
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应该重建医
患伦理，重构调解规则”。只有“规
则有公信力，法治有生命力”，暴力

“源代码”才会失去意义，公文大战
的闹剧才不会重演。

1月11日，一产妇在
北医三院死亡。几日后，
来自于中科院、北医三
院、中国医师协会的三份
公开声明，将此事迅速推
上舆论顶峰。与其他同类
医疗纠纷相比，此次事件
充满戏剧性，从多角度引
爆了舆论场：不管是“公
文大战”，还是“医闹疑
云”，抑或是“直男癌之
争”，每个主题单独拿出
来都可大战三百回合，更
何况它们还集中在了一
处。当然，公文之争，成为
此次事件的舆论主战场。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的意见》，这或许意味着2016年春
节前夕集中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正式拉开帷幕。农民工干活，
管理方按时付薪，天经地义。虽然
欠薪者情况不一，但不客气点说，
各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责
任的。

记得前段时间，我所服务的
媒体机构同事，在帮农民工讨薪
的过程中遭遇僵局，突然想到政
府曾有文件规定，工程建设方必
须在监管账户中存放农民工工资
专项保证金。于是，四处联系相关
部门，希望能够动用这笔资金。遗
憾的是，一番奔波下来，不说解决
问题，连有没有这笔保证金的存
在相关部门都遮遮掩掩。

还是那句话，再严格的政策
规定，倘若不能在现实中落地生
根，那么与一张废纸没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国务院办公厅所发的
意见，很好很强大，但如何让这项

造福农民工的规定，在现实生活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却更为重要。

除了个别恶意欠薪者，农民
工遭遇的大多数欠薪，背后都有
着比较复杂的原因，但不管怎样，
这些问题都不应该让干活的农民
工埋单。之所以农民工年年遭遇
欠薪，根子还在于企业的违法成
本太低，或者说，资本与权力苟且
的机会太多。

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中，
承认部分政府项目存在欠薪行
为，戕害农民工利益，过去并不多
见。承认是应该的，但更应该在日
后的工作中，拿出具体的措施，杜
绝这种状况再次发生。倘若连政
府主导项目的欠薪问题都不能得
到解决，又如何让人相信，政府真
的能治理好农民工欠薪问题呢？

解决农民工欠薪，注定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不怕麻烦，
不被资本及利益裹挟，先从政府
主导项目做起，树立起良好榜样；
同时，严格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依法办事，才能让人看见解决“讨
薪难”的希望。（摘自《中国青年
报》，作者曹旭刚）

解决讨薪难，先从政府项目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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