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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因其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关。只有确保每起环保案件都能
得到及时查处，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公众积极性，从而守护我们共同的碧水蓝天。

今日关键词 环保执法今日评论

环保执法理应“触及乌纱”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2015年全国两会将至，环
保问题依旧是今年两会的焦
点。据《长江商报》报道，作为大
气污染重灾区，河北一直在为甩
掉污染源头的帽子而努力。自
2013年起，全省上下进行了一
场狂飙式的大气污染治理运
动。与此同时，河北省还启动行
政问责机制，一位县委书记说：

“我完不成GDP指标，顶多挨
批；搞不好大气污染防控，我乌
纱帽儿就得摘了。”

仅以社会危害而言，大气污
染无疑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公地
悲剧”——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
虑，不少地方都将破坏环境视为
谋求发展的筹码，全然不顾此举
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破坏，结果
是“一方污染，八方遭殃”，孱弱
的环境因此日益岌岌可危。在
此过程中，想要查明始作俑者并
不容易，仅以备受关注的雾霾天
为例，至今仍难以确认工业污
染、城市建设、汽车污染、冬季供
暖等各占据多少比例，遑论追究
其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难以
查证的责任人，无疑是责任追究
机制缺失的一种客观因素。

除却难以查明责任人之外，
大气污染难以问责的关键在于，
某些地方政府对此缺乏足够的
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政府过于

追求发展速度，重化工产能快速
扩张，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污
染、高耗能的产能严重过剩；一
些地方则存在人情执法、以罚代
管等问题，违法排污行为得不到
有效遏止。这种急功近利的做
法不难理解，大气污染成因复杂
且显现较慢，相比之下，引起污
染企业所带来的利益似乎唾手
可得，当大气污染的复杂成因遭
遇地方政府治污的懈怠，“公地
悲剧”几乎在所难免。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环境无
疑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因其与
每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明确地
方领导的环保责任只是第一步，
如何将问责的压力转化为行动的
动力，仍有赖于制度的完善以及
细节的跟进。当前环保的最大困
境是，虽然各项制度规定细致入
微，但大气状况仍在悄无声息地
恶化，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一种基
于控制污染总量的法律约束。扭
转这样的局面，不仅需要控制单
个污染源，更应从宏观决策层面
控制污染总量，将环境质量纳入
官员考核体系，不仅有利于明确
分工、统一部署，同时也是政府
责任的一种具体体现。

去年5月27日，国务院下发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考核办法(试行)》，对地方政府
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

况”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
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
不仅将作为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的重要依据，而且，未通过终期
考核的地区负责人将受到国务院
领导的约谈。在环保压力不断加
大的现实背景中，“考核新规”解
决了两大难题——基于污染总量
的约束，以及针对行政领导的问
责。考核评价体系的调整，不仅
意味着地区环境状况有了最终

“责任人”，而且意味着懈怠失职
将面临更为严厉的问责。以此为
背景，“搞不好大气污染防控，我
乌纱帽儿就得摘了”并不是一句
简单的自我调侃，而是强化环保
责任制之后的必然。

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任
何法律制度的生命力都在于执
行，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要
想发挥出预期威力，首先应明确
违法者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谁
来进行监督、如何进行追究、怎样
进行处罚——加大处罚力度只是
一方面，明确相应的领导责任以
及调整干部考核体系更加重要。
只有令污染企业和相关部门的负
责人感受到切肤之痛，他们才会
真正懂得环保到底意味着什么。
退一步说，只有确保每起环保案
件都能得到及时查处，才能最大
限度调动公众积极性，从而守护
我们共同的碧水蓝天。

近日，“一大学生为救落水
儿童溺亡”的新闻冲击了不少人
的眼球，人们为大学生的见义勇
为点赞，为其溺亡惋惜。然而，
关于此事的另一个版本随后引
发关注：有媒体报道，当地警方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孟瑞鹏不
是救人溺亡，而是不慎落水。在
舆论压力下，落水儿童母亲接受
采访时承认，害怕担责任，教小
孩说了谎话。（详见A08版）

“明明都是烈士，怎么就成
了失踪”——电影《集结号》中连
长谷子地的诘问，在这起大学生
救人溺水事件中，得到了现实
版的呈现：明明是救人溺亡，怎
么就成了不慎落水？发文谴责
落水儿童家长的孟瑞鹏亲属和
校友们声称，“不求回报，只要
公道”。事实上，所有的见义勇
为在实施的一刹那，都不可能
是为了什么回报；但是，当获救
者非但不说一声感谢，反而因害
怕担责而拒绝承认英雄的救人
行为，这让所有良知尚存者无法
接受。

有人将此事比作数年前的
彭宇案翻版，有人称此事件的最
终后果将影响“以后敢不敢救
人”。这样的类比其实并不夸
张，因为当一件影响广泛的事情
被高度符号化，以后当人们再遇
类似情节，难免在第一时间做出
相应的简化判断——不顾个人
安危跳水救人，以至于不幸献出
生命，到头来却落个如此下场，
跳水救人的自我价值该如何体
现？用“不慎溺亡”来背黑锅，用

“一个傻瓜”来写墓志，不是一件

愚蠢至极的事情吗？
舆论追问真相不是要治缺

德者的罪，而是要给救人的英雄
一个公道；更进一步，还英雄公
道其实就是给义举动力，不让

“敢不敢救”步“敢不敢扶”的后
尘。落水儿童母亲的做法当然
是无耻的，对孩子的救命恩人恩
将仇报，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恐
怕还是个法律问题；而那些被母
亲教着撒谎的孩子是可怜的，他
们失去的不仅是诚实的品性，更
有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

是不慎落水还是救人溺亡，
如此具有本质不同的判断，当地
警方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做出认
定？倘若不是此事引起舆论热
议，孟瑞鹏的救人义举是否永远
得不到承认？落水儿童母亲因为
愚昧与私利而撒谎，并不是最奇
怪的；最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不难

拆穿的谎言，警方为何不能及时
调查出来？是智商不够还是重
视不够？当事民警事后表示是
媒体“对我的话断章取义，事件
还在调查”；可是，还在调查就随
便抛出“不慎落水”论，可知对救
人者及其家属是多大的伤害？

“如果他是自己落水，为何
会把外套、手机、钱包放在岸
上？”这成为舆论坚定站在救人
者一方的直接证据；可是，救人
行为很多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
倘若孟瑞鹏啥也不顾就直接跳
了下去，会否就此“死无对证”还
真的很难说。这无疑是最让人
感到悲凉的地方。还英雄公道，
不仅需要公众的围观和正义感，
更需要执法者的负责和专业。
不让任何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
寒心，这是正义与良善不竭喷涌
的源泉。

还英雄公道就是给义举增加动力
□舒圣祥 文 朱慧卿 图

对“骗人乞丐”就是要绳之以法

□李冰洁

进站时还是行走自如，在
地铁厕所换上破旧衣服后，就
摇身一变成了在地铁上乞讨的
残疾人员。近日，北京市公交
总队民警经过前期侦查，将这
名乔装残疾人乞讨的男子抓
获，该男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
序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详见
本报A13版）

这既是好吃懒做的活标
本，也是典型的爱心诈骗。乔
装残疾人乞讨的骗局被揭穿
了，打悲情牌的谎言也被戳破
了，善良人被欺骗了，爱心被骗
子浪费了，实在可惜。再联想
到乞讨老人每月寄万元回家的
案例，不能不问，到底有多少人
以乞讨为职业？如何打击“职
业乞丐”？这已成为一个不容
忽视的社会问题。

首先，“职业乞丐”本质上
是不劳而获的典型，与劳动致
富的家风和社会主流价值观背
道而驰，纵容“职业乞丐”，就是
纵容不劳而获，一个社会如果
有意无意地养懒汉，而且通过
乔装乞丐“致富”，在北京买套
房，懒汉就会越来越多。

其次，“职业乞丐”身后的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透支善良和
爱心。好心人出于同情，对乞丐
施舍，是乐于助人的善良品质，
然而，当好心人的爱心并没有播
撒到真正需要救助的乞丐头上，
而是被“职业乞丐”所骗，爱心被
玷污了，当善良人也学会吸取教
训，再遇到乞丐，就会怀疑乞丐
身份的真假，是否要施舍，则犹
豫不决，遇到真乞丐也不施舍。
退守到保卫爱心的底线，面对

“职业乞丐”，需要零容忍。
再者，“职业乞丐”又是典

型的社会不诚信样本。漠视、
纵容“职业乞丐”，就是伤害社
会诚信。

对于街头乞丐，不论是真
乞丐，还是“职业乞丐”，不能再
无作为了，必须依法或立法解
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对因遭
遇自然灾害、家庭变故等原因
的街头乞丐，政府要主动对其
施行社会救助，安顿好生活出
路，解决好就业，使其自食其
力；另一方面，对“职业乞丐”等
假乞丐，要有具体的法律施以
适当的惩罚，使之为其不诚信
的“诈骗”行为付出代价，以儆
效尤。

疯狂轿车是怎样突然失控的？
□马涤明

3月1日15时许，深圳宝安
机场离港平台转弯处一辆车牌
号为粤BA495Q红色奔驰撞上
多名行人，致9人死亡，23人受
伤。据最新消息，肇事女司机
杨某晰也因抢救无效身亡。（据
《京华时报》）

这场悲剧来得太突然，前
一秒钟还没有任何征兆，一秒
钟后的突然变化一下子改变了
一切。那么这一秒钟时间到底
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为什
么会发生……惊恐之余，我们
必须认真研究这些问题。

目击者分析：女司机可能
把油门当刹车踩了。警方通报
称：据当时与杨某晰同车其男
友反映，杨某晰驾驶车辆行至
该转弯处时，因后方车辆连续
鸣笛，造成她高度紧张，不慎失
控撞向右侧护栏。据报道，出
事的高架桥为机动车道，禁止
行人上桥，以前是有保安把守
的。但约在两个月前，管理人
员没有了。事发时不少市民在
此观看飞机起降。

有关部门对高架桥管理缺
位，是这次伤亡事故的一个原
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驾

驶员心理素质不高导致轿车失
控造成的。

把油门当刹车踩，是一个
低级错误，新手特别是女司机
容易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后方
连续鸣笛而高度紧张，进而慌
乱导致驾驶的误操作，主要是
心理素质方面的问题。很多网
友将女司机的错误归咎于驾考
不严，这个问题当然需要调
查，但是，也有可能是司机自身
的一些先天性因素所致。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
适合驾驶汽车，考照和驾照检
审时需提交体检证明，就说明
法律对驾驶员的身体条件设立
了相应的门槛。问题是，目前
的体检对于精神心理方面的检
查，要么要求甚少，要么是检查
不严。怎么办呢？

首先，有关交通和法律专
家要在这方面加强探索，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在当前，必
须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呼吁驾驶
员抱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自己
评估自己的心理素质，如果缺
乏安全驾驶信心或患有精神疾
病，要么少驾车、不在闹市驾车，
严重的甚至不去考驾照。毕
竟，个人精神或心理方面是否
正常健康，只有自己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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