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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关键词 污染

扎堆出现的污染企业是
“污染下乡”
的产物，
只不过，
这一次他们
“下”
在本地，
却污染了他
“乡”
。只有让环
保执法摆脱地方的利益羁绊和权力干预，
才能让环保执法真正
“硬”
起来。 (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A11版)

治理流动污染需跨地区环保机构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大河报3月18日以《邻省的厂污
染了河南的村》为题，
对安徽省砀山县
薛楼板材工业园区内两家企业违法生
产殃及河南多个村庄一事进行披露，
事件被报道后引发多方关注。日前，
涉事两家企业已关停。
在舆论的持续关注下，
污染企业
终被关停，
但反思不应就此停止——
现实生活中，
相邻地区因环境污染陷
入纷争的案例不在少数，
其中多数涉
及水污染或大气污染。究其原因，
水
污染和大气污染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其危害并不仅限于一时一地，
然而，
当
污染蔓延到其他地区，
异地环保部门
却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查处。对于污染
源所在地的环保部门来说，
污染创造
的效益属于本地，
由此造成的恶果则
由其他地区承担，
难能有严格执法的
动力。深受污染之害的民众因此投诉

无门、
徒呼奈何。
在流动污染现象不断增多的过程
中，
一些违法企业甚至刻意通过异地
排污来逃避环保执法。扎堆出现在两
省交界处的污染企业，
到底是企业选
址的巧合，
还是经过了处心积虑的谋
划，
外界无从知晓。不过，
任由工业园
区成为污染源集散地，
无论从情理还
是法理上都说不过去。针对污染企
业，
砀山县环保局监察大队负责人表
示，
有些企业属于违法生产，
有些则是
典型的黑作坊。环保执法部门既然知
道问题所在，
为何迟迟没有进行有效
的处罚呢？从去年年初开始，
环保
“按
日计罚”
已付诸实施，
如果铁腕执法，
污染企业何至于叫而不停、
禁而不止？
实际上，
仅凭黑作坊入驻工业园
区就足以看出，
扎堆出现的污染企业
是
“污染下乡”
的产物，
只不过，
这一次
他们“下”在本地，却污染了他“乡”。
毋庸讳言，
一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盲

目引进污染企业，
不惜以破坏环境作
为发展代价。因此面对的最大阻力是
农民维权，
但对跨地区污染的不法企
业来说，
这种风险无疑会小很多。这
既是污染企业扎堆此处的关键，
恐怕
也是当地职能部门长期
“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的根源。
去年11月4日，
《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对外发布，
其中提出，
探
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习近平总书
记就起草情况作说明时指出，
现行以
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制，
使一些
地方重发展轻环保、
干预环保监测监
察执法，
使环保责任难以落实，
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大量存
在。此次发生在两省交界处的污染事
件，
无疑就是其中一例。以此为镜鉴，
跨地区环保机构势在必行，
只有让环
保执法摆脱地方的利益羁绊和权力干
预，
才能让环保执法真正
“硬”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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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资源是大班额
“瘦身”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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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 图

“特殊工种”延迟退休难在何处
一些高强度、
艰苦的工作，
被约定俗成地称
为
“特殊工种”
。伴随
“退休”
成为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的热搜词，
从事特殊工种的职工提前退休的
问题也再度受到关注。

王勇：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是国家在计
划经济时期对从事井下、
高空、
高温、
特别繁重体
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国有企业职工
的关怀和爱护。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有
企业性质和职工身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仍以
单位性质作为适用政策的基本条件显然不公平。

□林日新 文 朱慧卿 图
一个班级七八十上百人，老师上
课要用小喇叭，后排学生站着听讲，
三四个学生用一张课桌……近日，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随着越来
越多的农村娃进城上学，不少城镇
中、小学班级规模超过 50 人、45 人的
相 关 规 定 ，有 学 校 最 大 班 额 达 150
人。大班额、超大班额的教育质量令
人担忧。
（据 3 月 23 日 新华社）
如今的教育正在走向两个极端：
乡村中小学
“空巢”
或
“半空巢”
现象年
年增多，城镇中小学大班额和超大班
额日趋严重。
“ 大班额”不是小问题。
试想，
教室里的课桌椅密密麻麻，
学生
想出去一下都不方便，若是班级纪律
好，
上课还能勉强完成教学任务，
一旦
有人违纪，那整个教室还不闹成一锅
粥了。据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的专项监测结果发现，班额的大小与
教育质量高低直接相关，班额大的班
级，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较差。真是

强子：特殊工种目录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由劳动保障部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陆
续颁布并沿用至今。
“零散且陈旧”是这项制度
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变这种局面，特
殊工种目录应当与时俱进，同时，还应联系社保
政策的落实情况不断完善。

点赞为梅花代言的“小龙女”
近日，一组拍摄于浙江绍兴柯桥区王坛镇
香雪梅海的写真照，
惊艳了众多网友。照片中充
满仙气的
“小龙女”
，
是 27 岁的王坛镇团委书记
金莹。为拍这组照片、
给当地旅游代言，
她自掏
腰包花了1000多元。

苦了学生，
累了老师，
害了教育。
只有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改
善农村学校的环境、提高乡村教师
的待遇，才能让年轻的大学生下得

去、留得住、干得好，当乡村学生能
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城
市中小学校的大班额也就容易治理
了。

公民声音

天书病历写不出
“医者仁心”
让医生写好病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甚至可以成为改善医患关系的切入口。
□高亚洲

写好病历，既然是作为医生诊
疗过程中的必要环节，那就应该本
近日，江苏连云港有市民爆料
着对病人负责，对工作负责的态度，
称：
“ 去医院看病，发现医生写的病
认真写好病历本。正如新修订的
历和处方上的字潦草难认！”这一消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所言，对病
息立即引发网民对“天书病历”的集
历书写进行规范，不仅是为了提高
体吐槽。
（据 3 月 23 日 《北京晨报》
） 病历质量，更是保障医疗质量和安
医生写好病历，就像老师写好
全。狂草病历不仅对患者的就医造
板书一样，是从业者的基本职业规
成了障碍，从一些见诸报端的案例
范。卫生部在 2010 年修订的《病历
来看，
“ 天书病历”现今也成为法官
书写基本规范》，便对各医疗机构的
办案过程中找证据、辨真假的一块
病历书写行为进行了详细规范。
绊脚石，甚至可能影响到审判结果
为什么有些医生会写不好“病
的公平性。
历”呢？是书写技能的退化吗？从
如果连病历都不能写好，姑且
那些晒出的“狂草病历”来看，显然
不说对病人的病情诊断能否客观准
不只是技能的退化，至少从态度上
确，对病人的态度又能好到哪里去
看，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有医生对
呢？这样的“狂草病历”，恰恰是某
此给出的说法是，
“ 病人太多，来不
种不耐烦、不负责的情绪流露。即
及写”。在当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便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未来的
的大背景下，
“ 病人太多”或许是一
诊疗将更多地出现电子病历，但是，
个客观现实，但是，老师能否因为课
这种态度的存在，显然不会因为介
时太多就在黑板上信手涂鸦呢？
质的改变而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病历的过
程，就是一个与病人进行沟通的过
程。医生在就诊过程中，除了需提
高个人的医术水平，加强个人的医
德自觉外，应特别注重与患者的沟
通，比如在就诊中察言观色，随时观
察患者的情绪，照顾患者的求医心
理，有耐心地向患者解释病情，用通
俗的语言让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心中
有数，比如认真细致地做好病情记
录 ，让 病 人 感 受 到 自 己 的“ 被 尊
重”。做好了这些最基本的工作，才
能建立起医生与患者的信任，才能
让患者不致产生错误的判断。
患者的失望和愤怒，很多时候
不是因为自己的病情无法控制，而
是在整个过程中缺乏安全感，缺乏
对医生的信任，而良好的沟通，正是
修复这些问题的重要法宝。于此而
言，让医生写好病历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甚至可以成为改善医患关
系的切入口。

张培元：在“互联网+”时代，基层干部该
如何借助网络载体和新媒体工具推动各项工
作、推销地方形象、引领时尚潮流？金莹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
芹菜丝：王坛号称“十里梅廊”，被誉为中
国十大花海。但在绍兴之外，知道有此美景的
人却并不多。金莹的包装策划看似平常，却是
成本最低、影响最大、
效益最好的旅游推介。

别让“小事”酿成大祸
近日，山西省佳县法院判决两名交警中队
长犯玩忽职守罪。去年6月，
残疾人苗某无证驾
驶一辆改装的黑车上路，坠落山崖，造成 3 死 5
伤的重大事故。
刘鑫：残疾人无证驾驶上路营运，交警中
队长因此受罚领责，这事儿听起来似乎有点新
鲜。不过，两名交警中队长其实并不冤枉。在
苗某长年累月违法营运的过程中，无所作为的
交警中队长已经构成渎职，
受罚领责理所当然。
黄闯：无证驾驶、私自改装、非法营运，每
一项都会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问题的关键是，
如果没有发生恶性事故，此类看似平常的小事
是否会得到足够重视？因此，两名交警中队长
被判有罪应是制度反思的开始，
而不是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