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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开封拟将该市老城区改造成近20
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北宋“汴京”
盛景，同时建设一座工业化新城。实施
该工程后，未来4年内十几万市民将从
老城区搬离， 仅拆迁费用就需上1000
亿元， 开封目前一年财政收入不足50
亿元。报道称，开封市将举债实施相关
计划。 （8月12日《楚天金报》）

作为七朝古都， 开封当然有厚重
的历史，但这只是开封曾经的过往。 依
稀记得，7年前的《纽约时报》评论版曾

刊登过一篇文章，英文标题是《从开封
到纽约》，中文题叫《辉煌如过眼云烟》。
文章中，作者拿开封现实中的“破落相”
警醒纽约：自己不努力，有一天也可能
如开封一般。 文章的核心观点在于，昔
日繁盛的开封， 是因为当时的政府采
取了促进经济增长、 促进私人贸易的
政策，并且鼓励技术创新，加之纸币、印
刷术等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几
乎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简言之，铸
就当年开封的繁荣无外乎两点： 一是
保持科技活力，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
二是避免狂妄自大。

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 对于
开封开出的千亿元复古梦，外人或许
很难理解局内人的酸涩与苦楚。 如仅
仅是贴标签式的批判，既陷复古政策
于不义，更容易偏离真相的轨迹。 但
有几点是肯定的 ：其一 ，要复兴一个
城市，形似容易神似难。 秦砖汉瓦固
然可以典当不少银子，但卖光吃完之
后，日子还得继续———不能培厚城市
经济体的创造力、内生力 ，重点算盘
打在吃历史老本上，迟早会重蹈山重
水复的旧路；其二，政府投资拉动型
增长方式，与当下转方式 、调结构的

大势未必合拍。 更重要的是，这动辄
千亿的 “大手笔”， 会不会留下诸多
“后遗症”？ 这些年，“空城”现象已经
为盲目“造城”敲响了警钟。 一片了无
生机的“古城”，充其量是一幕穿越剧
的布景与道具。

举债 “清城”， 振兴一梦。 开封
的努力也许值得期待 ， 但在公民社
会的今天 ， 更需要小心繁琐复杂的
求证与博弈 。 全景的城市 ， 走向经
济社会勃兴的明天， 不仅需要砸钱，
更需要睿智的洞见 ， 民主的思想 ，
创富的伟力。

李辉

近日， 郑州一名城管和一名
占道经营的卖西瓜小贩在街头上
演啼笑皆非的一幕———双方因担
心被对方讹诈， 在没有撕扯打斗
的情况下双双倒地， 均称 “受伤
了”。 当围观群众上前询问“需不需要
去医院”时，两人十分“配合 ”，皆答
“需要”。 (8月12日《京华时报》)

对于城管与街头小贩肉体上
的伤害与被伤害， 人们已见得太
多， 但对冲突双方间的精神伤害
似乎鲜有关注。 就郑州街头发生
的这起事件来说， 城管和小贩相
互间已不存在最起码的信任感和
被信任感 。 他们所需要做的完
全一样 ， 那就是用最直接的方
式 ， 将对方置于不 利 的 境 地 ，
哪怕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不惜
索性装伤 。 于是 ， 对立中的任
何一方 ， 为了站到一个可以压
服对方的制高点 ， 在生怕对方
讹诈的情况下 ， 便同时使出讹
诈的招数。

城管和小贩关系如此紧张 ，
精神伤害正是源头。 是谁“教育”
城管不择手段对付小贩？ 是“城市

形象” 的需要。 只不过，“城市形
象”往往不去主动反思，正是民生
问题没解决好， 才会让城管有那
么多“硬骨头”要啃。 是谁“教育”
小贩针锋相对对付城管？是“现实”
的需要。 街头小商小贩的生存问
题被关注得不够， 自身权利在与
公权的较量中老是处于下风。 因
此 ，二者眼中 ，对方都是妖魔 ，精
神伤害在先，肉体伤害在后。 没有
肉体伤害的诈伤， 更能加深二者
之间的精神对立。

没有打斗却双双倒地， 双方
装伤的表象背后 ， 实际都已经
“伤”得不轻———相互间凭借这样
的暗地算计和明着使诈， 试图完
成工作与维持生计， 这是一幅怎
样的现实悲剧图景？ 唯有城管多
从民生的角度出发， 真正在改善
民众生活的同时提高城市形象 ，
让城市管理少点硬邦邦的治理 ，
多点贴心的引导服务；同样，小商
小贩也需要从城市管理的角度 ，
去体谅城市管理工作的难处 ，多
点为他人着想的自觉。 唯此，城管
和小贩相互伤害的土壤才会不复
存在，才谈得上尊重对方、信任对
方、相互配合。

李英锋

8月10日凌晨5时许， 浙江岱
山县一座蓄水18万立方米的水库
溃坝，洪水瞬间冲毁下游村庄。 当
地已确认11人遇难，27人受伤。 多
名村民接受媒体采访时反映 ，早
在50天前， 水库已经出现裂缝漏
水， 村民不止一次向当地政府反
映，但一直没人来维修。 有村民告
诉记者，就在事发一天前，还有人
去镇政府反映过情况。 （8月12日
新华网）

这则看似天灾、实为人祸的悲
剧， 不由得让人再次联想著名的
“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
的背后， 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
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
患。溃坝的水库一个多月前就出现
了裂缝漏水，村民曾多次向当地镇
政府反映，倘若当地政府能引起最
起码的重视，就能够制止悲剧的发
生。 然而，正是因为近乎麻木的失
职，才最终酿成了这场以11条鲜活
生命为代价的悲剧。

尤其滑稽的是， 岱山县三防

指挥部在台风“海葵”到来前曾信
誓旦旦地宣称， 县水利部门已对
全县水库、山塘、海塘等水利设施
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危险水库
空库运行”，“24小时值班，加密巡
查频率， 对水库安全运行情况进
行密切监测， 确保不因水利设施
因素造成人员伤亡”。 血淋淋的悲
剧面前，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套
话 、假话 ，竟是如此虚伪 、如此恶
心。

“海恩法则”的核心理论包括
两个层面：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
累的结果；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
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
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 用事
故来推理证明 “海恩法则 ”，只能
留下类似岱山式的悲剧。 事实上，
每一桩安全事故的背后并不缺少
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存在。 预防、减
少事故发生的几率， 最根本的出
路， 就在于一丝不苟地把这些制
度和措施落实到位， 拿出最大的
责任心处理好生产的每一个细
节，对任何细微的“裂缝”、“瑕疵”
予以足够的重视。

■一句话评论
一个多月前曝光的陕西贫

困县汉阴县国土局涉嫌建设豪
华办公楼一事， 如今终于已经
有了结论———安康市政府已责
成汉阴县政府核定县国土局办
公使用面积和房间数， 剩余房
屋交由县里统一调剂使用。

———“严重超标 ” 的办公
楼，缘于监管“不达标”，处理结
果同样“不达标”。

（湖北 张春燕）
8月11日，清华大学今年的

党员新生赴校报到。 与往年不
同， 清华大学此次在报到区外
设置 “警戒线 ”，家长一律只能
在线外等候， 新生必须带着材
料独自登记入学。

———培养独立精神就得从
细微处开始。 （北京 林开铭）

8月12日上午，杭州闹市区
河坊街的一座牌坊突然倒塌 ，
造成两人死亡，3人受伤。 有关
部门初步调查认为， 主要原因
是牌坊木柱与石柱接触部高度
腐烂导致倒塌。 附近店主反映，
该牌坊仅10多年， 期间曾多次
维修。

———10多年维修多次 ，还
是轰然倒塌。 谁之过？！

（湖南 陈如斌）
8月10日下午，南京国际广

场购物中心失火。 商场一家餐
厅的服务员第一时间锁住大
门， 要求所有顾客结账后才能
离开 ，30余名顾客只得乖乖结
账走人。 所幸，火灾并未造成人
员伤亡。

———心黑了，还能记起“人
命关天”的警训？！

（广东 麦皋桥）

8月11日晚7时， 一架执行从西宁到杭州航
班的客机经停重庆时，乘务人员以“打扫机舱”
为名把70多名乘客骗下飞机，20分钟后飞机扔
下乘客改飞大连。 这家航空公司的一名工作人
员证实了这一消息， 但表示这是正常的航班调
配。他补充说，按公司规定，航班延误不超过4小
时， 不需对旅客进行赔偿。 （8月12日 《重庆时
报》）

听过路上跑的车辆中途甩客的事情， 但对
于天上飞的航班随意甩客的新闻， 却还真是第
一次听到。 马三立先生那段讽刺诙谐的单口相
声《逗你玩》，居然让这家航空公司近乎无耻地
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名为“打扫机舱”，实为
“打扫乘客”。 看来，这家航空公司真的需要“打
扫机舱”了，它头脑里已蒙上厚厚一层利益至上
的灰尘。

尤其让人感到惊愕的是， 这家公司居然打
起相关规定的“擦边球”，不惜让乘客苦等几个
小时而不需付出任何代价。这样的航空公司，其
诚信早已“飞走”了。 图/李宏宇 文/冰峰

张涛

8月11日， 中国首善陈光标在一
次公众场合上透露： 他将于9月中旬
起在“北、上、广”设立流动专卖店售
卖新鲜空气，每瓶售价4至5元。 （8月
12日《汕头特区晚报》）

小学一年级课文中 ，有一篇 《小
狐狸卖空气》的故事 ：小狐狸把森林
中的空气装进大葫芦，用新鲜空气帮
老奶奶治好了病。 后来，它索性在城
里开设新鲜空气专卖店。 如今，陈光
标打算把童话故事搬到生活中。

作为高调慈善的第一人，陈光标

的行为曾引来无数争议 。 尽管他宣
称，此次推出的罐装空气 ，有着芯片
自动感应的技术含量，以及一罐的负
离子氧相当于医院5个氧气罐的指标
参数，尽管他表示看好罐装新鲜空气
的市场前景，但在很多人看来 ，陈光
标“卖空气”依旧只是炒作的噱头。

然而 ，“卖空气 ” 不仅是行为艺
术。 正如前些年那则“人类最后一滴
水是自己的眼泪” 的公益广告一样，
卖空气也传递出一种理念———“今天
的放纵，换来的将是明天的空气商品
化”。

眼下 ， 并不缺少保护环境的意

识，但缺少保护环境的自觉行动。 人
们总是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
对于污染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又总以
为个人行为相比整个环境保护微不
足道 ，因而对 “从自己做起 ，保护环
境”缺少自觉自愿。 虽说，现在看起来
卖空气似乎如 “痴人说梦 ”般荒唐可
笑， 但倘若继续对环保置若罔闻，明
天昂贵的商品化空气很可能让我们
猝不及防。

《小狐狸卖空气》的故事，有一个
美丽的结尾———“几年过去了， 城市
发生了很大变化 ，到处是绿树 、草坪
和鲜花，就像美丽的大花园。 人们再
也不来买小狐狸的新鲜空气了”。 这
又何尝不是陈光标卖空气的“醉翁之
意”呢？

1000亿元，城市穿越剧的布景成本？ 城管和小贩都“伤”得不轻

别用事故来证明“海恩法则”

■新闻漫画 航班撒谎甩客，诚信也“飞”了

“卖空气”不仅仅是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