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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俊

农民什么时候上山采摘油茶， 在一般
人眼里应该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临澧县却
把它当作帮助农民增收的大事抓好、 抓落
实； 受益后的农民直夸政府把实事办到了
点子上。

每每谈及“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
之类的话题， 似乎总是与呼啦啦的大场面
扯到一起。 但临澧县今年采取全县统一规
范上山采摘油茶时间， 助农民增产增收一
事说明，为民办实事，并不一定都是轰轰烈
烈的“大手笔”、“大投入”。

常德是传统的油茶之乡，9个县 （市）区
176万亩油茶林，对很多农民来说，这是他们
全年生计的重要一部分。 过去，为了防备他
人偷摘， 临澧绝大多数农户往往在9月中旬
就蜂拥上山采摘油茶籽，每亩油茶一般只有
七八斤，收入不到200元。 前年柏枝乡九里、
太平等4个村1400多户农民提前采摘的油茶
由于籽粒没有完全成熟， 出油率低姑且不
说，榨出的茶油苦涩难入口，价值上百万元
的茶油连同农民一年的辛苦就这样打了水
漂。 此事给县委、县政府领导触动很大。

“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是一句挂在嘴
边的时髦口号，它是一种在乎群众所思、所

想、所求、所惑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将群众
呼声视为第一信号的执政理念。 临澧县林
业局今年把统一油茶采摘时间当作为民办
实事的“重头戏”来抓，积极主动给县委、县
政府领导当参谋，县政府一纸“寒露”节前
禁止上山采摘油茶的禁采公告， 发至200
多个行政村和近3000个村民小组。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为群众办实
事，就得把事情办在关键处，把温暖送到心
坎上。 该县14个油茶主产地乡（镇）政府和
林业站迅速行动， 广泛宣讲统一采摘的好
处。 几套组合拳下来，以往9月中旬就上山
采摘油茶的乱象得到了有效制止。

别看采摘时间往后仅仅只推迟了10来
天，全县26万亩油茶，每亩至少增收80元。
粗略计算，全县农民可增收2000多万。

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必须具体落
实到解决当前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
上，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把好事办在关
键处，把温暖送到心坎上；要真正做到“群
众利益无小事”，就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经常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
多的地方去，察民情、解民困、济民苦，做群
众的贴心人， 办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的
心坎上。

“多做一点”，便是“公益”
张渤宁

在武汉市汉阳区白鹤社区钟家村邮局附近，一座公共厕所
独具特色：通往厕所的走道和屋顶上，遍布着网格，葡萄藤在上
面蔓延，夏天丝瓜、瓠子等蔬果垂吊而下，春天则有栀子花含苞
怒放。 就算冬天，厕所旁边的一株株常青树，也郁郁葱葱。 这些，
出自公厕保洁员邓明桥的“义务添绿”。 （12月14日《长江日报》）

一名公厕保洁员，把“分内”的厕所卫生搞好了，便是尽
职。 邓明桥“尽职”之外，“顺带着搞些花花草草”，这“额外”
的绿化工作，点缀和调整了打扫清洁的繁重和单调，愉悦了
自己的心情，也给排队如厕的人们带来了一份“眼前一亮”
的喜悦、一丝都市快节奏生活中难得的“悠闲”。

于“分内”之外，“多做一点”，是爱岗敬业的体现。 爱上
这份工作，就不会在乎工作的辛苦，也就不会计较收入的多
寡，就不会在意别人的眼神。 爱这份工作，劳动起来，便浸透
了感情，充满了创意和智慧，这份工作就能摆脱“谋生的无
奈”、“交换的对等”，便具有了“公益”的内涵！

“多做一点”，便是“公益”！ 邓明桥“额外绿化”，“并不花
什么时间，所有的花费就是买点种子，一年大概几十元钱”。
然而，正是这区区的几十元，可以抚慰每天2000多人排队如
厕的焦虑，可以让机器或程序般坚硬的公共厕所，有了一种
“田园或家”般的温馨。

“分内”这个词，看似中规中矩，但背后却有着一种呆板
与冷漠！ 若人人都只“做好分内”，则似乎永远无法把“分内”
做好。 你已经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自然，面对“跌得头破
血流的老人”，你就只能是扮演“围观者”的角色；同样，当看
到“小偷掏他人口袋”的时候，就只会“心知不语”……

“多做一点”，就能黏合社会生活中存在各种罅隙。 “多
做一点”，便是“公益”！

食品安全竟寄望
“人类排毒能力”？

邓海建
茅台集团日前召开媒体见面会，回应公众对其产品含

塑化剂的质疑。 在发布会上，北大教授李可基声称，塑化剂
的标准本身就不科学，是匆忙应急的。 当谈及三聚氰胺时，
这位教授甚至声称，三聚氰胺基本是无毒的物质，成人继
续喝下去不会损害人体，“人类几百万年都没有灭绝，说明
人类的排毒、解毒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12月13日
《钱江晚报》）

在碎片化传播的年代，舆论监督怕就怕断章取义。 但
就李教授的言语来看， 显然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逻辑：塑
化剂标准是扯淡的，三聚氰胺也是要“平反”的———因为人
类排毒能力强大，对于各种毒害都能“超级纠错”。 那么，别
说白酒没话可说，就是食品安全，似乎也是庸人自扰而已。

从此前含羞带怯的“适度无害”，到现在披头散发的“根
本就不是问题”，这已经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而不
是一个专家教授的问题。 李教授的观点虽然“振聋发聩”，不
过有几点经不起推敲：一者，其研究方向主要是“运动营养与
疾病、人群营养”，既不是人类学专家、也不是生化高手，怎么
就敢断言塑化剂与三聚氰胺“不会坑人”？ 二者，就其逻辑推
演看，所谓“人类几百万年都没有灭绝”就印证“排毒、解毒能
力强大”的话语，已经将食品安全的底线降格到“人类不灭
绝”的地步，可是，喝“塑化剂酒”的毕竟只是人类的一部分，
就算其毒如鹤顶红， 也永远不可能灭绝全人类———那么，人
类健在，与这些毒物的安全性有什么关联？

本该谨言慎行的专家，在话语权上如此视同儿戏，在全民
关注的公共事件上如此轻率发声，权责何在、规则何在？ 这个
问题其实有双重考量：一方面，顶着“北大教授”的帽子出场，那
么，借用的就是当事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社会信用，如此在企业
说明会上天花乱坠，和“地方政府为商业庆典送花篮”有什么
本质区别？ 为其滥用话语权而做信用背书的当事部门也默认
这样的观点吗？另一方面，企业聘请的“专家”，其立场与取向早
已在预设的议程当中，秉持理性精神适度解释，其实也无可厚
非，但如果悖逆基本公识、悖逆常情常理，如果因此而误导舆
论、戕害公共利益，追责机制何在？

严肃的食品安全问题，俨然已成了一地鸡毛的胡搅蛮
缠，这恐怕比那瓶疑似超标的高档酒更令人五味杂陈。 纾
解食品安全症结，莫非真要寄望“人类排毒能力”？

■一句话评论

10多名携带乙肝病毒的员工照
片， 被工厂张贴于保安室， 以便保
安记住他们的样貌， 在就餐时间检
查他们是否自带餐具。 东莞长安乌
沙李屋日出塑胶厂的这一做法， 被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发上微
博评论， 称这是 “歧视与愚昧的产
物”。

———愚昧比无知更可怕。
山西临县日前表彰 72名 “征

地、 拆迁中涌现出的先进工作者”，

奖金总额达72.5万元。 获奖者多为
临县下属乡镇党委书记、 镇长、 村
委会主任等。 县委负责人说， 这笔
奖金与征拆资金无关。

———群众是征地拆迁的主体 ，
他们是不是更应得到奖励？

陕西扶风县检察院3名干部到
东部省份考察学习期间赴港旅游 ，
随行一地产商为包括反贪局长等在
内的3位领导刷卡送了价值数千元
的名表。 13日， 扶风县检察院对此
事进行回应： “送表” 系代购， 当
地对3名干部进行诫勉谈话。

———问题的关键是， 地产商为
何甘愿为反贪局长 “代购”。

云南宜良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要成立稽查大队 ， 全县众多药
品商都被邀请前去参加座谈会 ，
同 时 要 送 上 数 量 不 等 的 “赞助
费”， 就连那些开诊所的个体医生
都不放过。 面对质疑， 该局局长承
认收取过礼金 ， 但辩称属于 “自
愿”。

———这样的 “赞助费 ”， 不过
是利用权力收取的 “保护费”。

（点评 易凌翔）

办实事，不一定都要“大手笔”

■新闻漫画 “执行家法”的底气何来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

公安局局长李亚力日前被停职调
查。 此前，网曝其子李正源涉嫌酒
驾并殴打交警，而太原市交警支队
集体为其作伪证，删除执法记录仪
里内容 ，降低酒精测试含量 ，变醉
驾为酒驾。 （12月13日新华网）

10月13日，李正源醉酒驾车被
交警拦下。 未料，李正源不仅不认
错，反而对交警大打出手。 面对周
围路人的指责， 李正源喊道：
“都给老子滚远点， 这里没你
们的事，老子这是执行家法！ ”

更有甚者，围绕事件的一
系列情节也确实让人感到公
权俨然沦为私器后的悲哀：有
关执法部门的负责人着便装、
开着私家车接走了肇事袭警
现场的李正源；太原市交警支
队集体为其作伪证，删改所有
记录。当一个团队为其领导之
子脱罪不惜集体作伪证，公正执法
的交警反而被视为另类而严密监
控，一幅“家天下”的图画已露出清
晰的轮廓。

一起醉驾案件上升至袭警、作
伪证的严重程度 ，李正源 “执行家
法 ”事件看似事出偶然 ，但背后确
属必然。 纵观整个事件，权力的表

演犹如一个酒驾者， 横冲直撞，一
路通行 ，任凭留下众多质疑 、悲哀
与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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