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发
布”最新消息，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迄今全部 36位
遇难者身份已核实，名单均公布。根据名单，遇
难者年龄最小 12岁，最大 37岁。遇难者中包括
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
学生。2014年 12月 31日晚发生的这起踩踏事
件，除致 36人死亡外，还有 49人受伤。（见 1 月 4
日《新京报》）

新年到来之际发生这样悲惨的事故，令人痛
心。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何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安
全事故？公众不能不怀疑，政府是不是及时发布
了公告，有关方面有没有做好安全预案。而事实

也证明公众的猜测不无道理。虽然上海政府网
站 12月 31日发布公告，外滩地区取消大规模新
年倒计时活动，但仍然提到“今晚至明天凌晨，许
多游客会去外滩源看5D灯光秀，还有的守候在滨
江边看上海中心亮灯。南京东路站深夜客流或
明显超过工作日早高峰。”（据 1 月 1 日新华网）
而跨年夜当晚，很多人误以为仍有跨年灯光秀，
为等待演出长时间滞留观景台。多位目击者称，
跨年夜，距离上海外滩最近的南京路地铁并未像
往年一样封闭，陈毅广场也没有采取分流措施。
此前媒体对灯光秀热烈宣传，可取消活动很多人
并不知道。

由此可见，政府的公告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第一，直到新年倒计时当天才发布取消相关活动

的公告，未免仓促了些。即便政府网站传播效应
有限，但发布取消活动的消息之后，是否想到主
动请各种网络媒体帮忙尽快传播这则公告以期
尽人皆知？恐怕没有。

第二，常识告诉我们，就算政府公告宣布取
消大规模的新年倒计时活动，但岂能忽视公众还
有一个习惯问题？世界各国大都市都有聚集广
场迎新年的传统，上海也不例外。显然，即便取
消新年倒计时活动，上海外滩这样一个一向繁华
的都市中心仍然会有较为密集的人流。当地政
府绝对不能自以为已经宣布取消相关活动就放
弃周密的安全预案。

第三，更严重的问题是，相关部门根本就没
认真推演现场发生事故的可能，只是说“南京东

路站深夜客流或明显超过工作日早高峰”，这样
的估计跟实际相差悬殊，一个“工作日早高峰”可
能聚集现场上百万人吗？这就更令人质疑，有关
部门当时有没有做好安全预案。

惨痛的教训再次警示我们，政府的公告畅通
有效、安全预案的公开透明，不仅可以提升公众
的安全意识，更有利于参与活动的人们多一点安
全准备。退一步而言，即使没有活动，遇到节假
日，各地政府也都必须有安全预案。而且，既然
各种活动都需要一份安全预案，不仅要有充足的
时间充分做好安全预案，同时也很有必要提前把
相关活动的安全预案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审
查，吸纳公众的意见，这样才可能尽量避免各类
事故的发生。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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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
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
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
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馀

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北宋侯蒙填这首词，据说是驳斥几个嘲弄他的

人。侯蒙长得丑，又屡试不第，直到 31 岁才中了秀
才。有刻薄的人画了他的丑样，做成风筝，放飞天
上。侯蒙很生气，后果并不严重，只是拿了用熟了的
笔墨，写下这首词，以还不曾见的将来“荣华”，来回击
无聊者的嘲弄。

“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一种高高在上的特权
霸气，很让侯蒙和后来的落魄文人出口恶气。然而，就现
在的眼光看，看到的却是一心往上爬、小人得志的丑行
图。当然，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标准去苛求侯蒙，毕竟他们
所处的时代还是等级社会。但是，虽然现在平等观念
已然确立，但人们在行事上还总是有着侯蒙那样的思
想。上海就有位“大爷”，冒充公务人员要求交警给他
违章的特权。而看一些贪腐的官员，其堕落的最初原
因，就是思想里种下了特权的蝇卵。

然而，平等看似个平常的两个字，真要落实，会遇
到很多矛盾。比如，强调机会平等，就可能造就社会
收益分配时的结果不平等。因而，讲求平等，也要有
罗尔斯正义论中所说的“补偿原则”来调节。最近，我
省某机关招聘，简章明确提出，与该机关现职人员有
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的，
不得参加遴选。这就是种补偿，以看似对该机关亲属
的“不公平”，来调节招聘的整体公平，杜绝“萝卜招
聘”，杜绝“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特权，就是很有效的

“补偿”，要给他们大大地点个“赞”！⑧6 （吕志雄）

几人平地上
看我碧霄中

热播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在宣布暂停
播出快一周后，于 2015 年元旦起恢复播出。
复播的《武媚娘传奇》“妃子”脖子以下镜头
全部被剪。《武媚娘传奇》自开播以来收视居
高不下，其中的大尺度胸戏更是引来议论声
一片。

《武媚娘传奇》被宣布暂停后复播，说明
其最终是通过了“审核”要求，后续的剧情及
画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了。没有了“武媚
娘们”的“脖子以下”，有关方面可以放心了，
广大观众的视觉也可以不受到“侵蚀”担忧
了。然而，“剪”出来的“武媚娘”总让人有些
怪怪的感觉，看一个演员竟然看不到全身，原
本镜头应该推拉和延伸的竟然“大脸特定”、

“镜头不动”。一言以蔽之，复播的“武媚娘”
没有了“走火”之虞，但也因此让剧情和场景
的可看度降低了。“剪辑”后的“武媚娘”，更像
是一个“套在框子里”的“电视剧”，虽“老少咸
宜”了，但它的“棱角”也没有了。

当然，影视作品承载着传播精神文明和
正面社会价值的巨大功能，出现一些“大尺
度”镜头或画面，确实会给社会带来一些负
面影响，乃至引发家长对孩子们健康成长的
担忧。前段时间，获得 2012 年诺贝尔文学
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时，
遇到了一位让他“坐不住”的中学生。面对
这位学生“书中描写性行为适不适合中学生
看”的提问，莫言很尴尬，并为此“道歉”，同

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长大结婚后再读
我的小说”。但事实上，这能怪莫言吗？莫
言的作品本身就定位的是成年人的世界，他
的读者群体也是定位在成年人身上。反过
头来看“武媚娘”，似乎也能从中找到“莫言
式的尴尬”。

在保存艺术的“完整性”或“独特性”上，
避免某些“不良”的内容、场景和画面对另外
一部分人群“造成影响”，应该有一种科学合
理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尽快参考借鉴影视剧
或文学作品“分级模式”。未成年人作品是
什么“级别”，成年人作品是什么“级别”，是完

全可以科学合理安排和执行的。
在 2014 年 8 月，中影国际影城乌鲁木齐

店实施电影分级制度，将影院内上映的所有
电影按照 G 级（大众级）、PG-13 级（特别辅导
级）两种类型划分出来，规定对含有暴力、色
情等镜头的 PG-13 级（特别辅导级）电影，禁
止 13 岁以下儿童观看，以保护儿童的身心健
康。这一“分级”实践和探索获得了公众和
消费者支持，事实证明也是可取可行的。借
鉴这一做法，不妨也给《武媚娘传奇》“分分
级”，尴尬的“剪了脖子以下的电视剧”终归
不是正常现象。⑧6

安 阳 两 位 中
学 生 在 捡 到 钱 包
后，在两位保安和
一 位 业 主 的 共 同
见证下，清点了钱
包 内 的 现 金 是
3700 元，然后如数
交给 110 民警。四
天 后 失 主 领 到 钱
包时，里面的现金
只 剩 下 1500 元 。
近日，安阳市公安
局 对 相 关 人 员 进
行了处理。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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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补”应成全国风向标
近日，记者通过采访多个中央部委证实，目前

中央层面公车封存和补贴发放工作已基本完成，公
务交通补贴已从上个月起开始发放。根据规定，中
央和国家机关“车补”标准为：司局级每人每月 1300
元，处级每人每月 800 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 500
元。（见 1月 4日《京华时报》）

根据公车改革制度安排，中央机关先行一步。
而从 2014 年 12 月开始，中央机关公务员已领到了

“车补”，表明中央层面车改基本完成，这应成为引
领和示范全国的一个风向标。

可以预料，如果配套措施迅速跟进，各地执行
有力，车改在破除官本位，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开支，
更加便捷、透明保障普通公务出行，特别是在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遏制“车轮上的腐败”等方面，将会
取得突破性进展。

实施公车改革，应始终坚守节约开支的政策底
线。各地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和公务用车实际情况，采取先行试点、
稳步推进的做法，逐步取消机关公车，发放货币化
补贴，鼓励公务员自行购车或乘坐社会公共交通车
辆，解决公务交通问题。同时，发放程序应规范清
楚，发放标准应较为合理和固定，监管应更具可操
作性。特别是，补贴标准要征求民意，并将该项支
出成本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更有利于
改革的顺利推进。⑧6 （张西流）

古楼之殇反思多多
1 月 3 日凌晨，云南大理巍山县一座 600 多年历

史的明朝古城楼被火魔吞毁，所幸无人伤亡，火灾
原因正在调查之中。（见 1月 4日《人民日报》）

这样保存十分完好的明代古城楼，在全国并不
多见，几百年来历经战乱及大自然的摧残，毫发无
损，却被火灾吞没，令人十分惋惜，无疑再次重创了
脆弱的古城保护。

古楼之殇，教训深刻，需要深刻反思。近年来，古
城古建火灾频发，2013年云南丽江突发大火，烧毁6个
古宅。同年重庆黔江濯水古镇再发大火，著名的“亚洲
第一廊桥”濯水风雨廊桥被火魔吞噬。2014 年有着
1300多年历史的云南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被大火烧
毁。同年贵州剑河县久吉苗寨一场大火，将600多年
的苗寨古建筑化为灰烬。火灾接二连三，暴露了古城
古建安全防火很不给力。此乃反思之一。

其二，古城消防的短板问题亟待重视与解决。
许多古城街巷窄小，消防车很难进入火灾现场，加
上消防设施不健全，一旦着火难于及时扑救，如去
年独克宗古城大火，整整烧了 10 多个小时才被控
制，原因在于消防管道里的水源只够用 15分钟就没
水了，只能从 1.5公里外接水。

第三，繁荣的商业区与景点交织增加了火灾隐
患及消防难度。一些古城利益作祟，将整座城闭合
起来变成旅游景区卖门票，实际成了消防隐患，因
进城通道加装检票口、检票机器等设施，本来就窄
小的城门几乎被堵死，遇上火灾，无疑只能坐以待
毙。⑧6 （尹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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