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视剧禁烟
近日发布的 《中国烟草控制规划 （2012-

2015）》称，烟草危害大，要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
烟，但同时坦言烟草行业税收高、涉及面广、转
产任务艰巨。

从2007年《新上海滩》因吸烟镜头过多遭控
烟人士抗议开始， 我国多部热播影视剧被控烟
界授予“烟灰缸奖”，国家广电总局也多次回应，
称将严审影视剧中的吸烟镜头。 但控烟界人士
指出，影视剧中吸烟镜头仍泛滥。

《规划》提出，要广泛禁止烟草企业以支持
慈善、公益、环保事业的名义 ，或者以 “品牌延
伸”、“品牌共享”等其他方式进行烟草促销。电影
和电视剧中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识和相关内
容，不得出现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吸烟镜头。

由于没有要求烟草危害警示图形印上烟
包，控烟界称控烟3年规划是部妥协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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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
速铁路京广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北京至广
州的时间缩短至8小时左右，全线贯通28个
城市，首列京广高铁G801次基本满员。

京广高铁的正式开通运营，“高铁
时代”实至名归。“被高铁”、“被高价”会
否尾随而来？这一回，高铁逐普列，相煎
不太急。广铁集团表示：“京广高铁开通
后，京广线依然保留了183对普速列车，
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要减少开行对数
的消息。”而且，票价机制虽未逆转，但
各档次座位数量的设置也还算合理，商

务座、特等座数量大约只有3%。以G801
次为例，车上只有24个票价为2727元的
商务座，票价1383元的一等座有162席，
票价为865元的二等座有838个。

不过， 京广高铁首日上座率的飘
红，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完全认同高铁的
票价。据记者调查，商务和公务出差人
士占70%左右，另外还有一些“高铁爱好
者”专程来体验首日运营。普通旅客所
占比率偏低，折射出的是对票价的不认
可。 虽然铁道部承诺元旦后票价下调3
元，但区区3元降幅太低。有网友就调侃
说：“票价上千元只降3元， 跟往长江里
打一个鸡蛋，请全国人民喝蛋汤一样。”

高铁票价， 真的只有区区3元的降价空
间？ 距离2013年春运只有一个月了，京
广高铁的贯通，是否会出现“空荡荡的
高铁，满当当的春运”的尴尬局面？

京广高铁须承载惠民的诚意。
竞争出生产力， 竞争出惠民力。京

广高铁的开通， 已逼迫民航机票打折。
目前京广线上已经出现了 “白菜价”机
票，广州至长沙跌至170元起，广州至北
京460元起， 即使加上民航发展基金和
燃油费，部分城市间的机票价比高铁票
价还便宜。 竞争是价格公平合理的捷
径，票价是竞争的重要载体，京广高铁
要拿出更多参与竞争的诚意。

科技给力交通， 交通惠及民众。只
有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积极竞争， 比价
格、比时间、比服务，才能最终让公众得
到实惠———降低出行成本、节省旅途时
间、获得更优服务。惠民不局限于票面
上的价格优惠， 还应有更多的衍生价
值。可以预料，利用高铁的物流体系，其
成本相比航空运输要节约很多，且受天
气制约的因素要少得多。

“高铁经济”是一个宏观概念，京广
高铁要“快递”民生利好，释放更多的能
量———市场经济的正能量、改善民生的
正能量。只有更加眷顾民生、注重细节，
才能塑造优良品质。

江德斌

开会不摆花的“新会风”，已
影响到广州的鲜花销售市场。有
花商称 ，与往年同期相比 ，今年
宴会用盆花的销售额跌了八九
成， 对总体营业额的影响达到4
至5成。

颁布禁酒令，茅台市值一天
蒸发掉125亿元；会议不摆花，广
州盆花销量骤跌八九成。诸如此
类的新闻，近期频频进入公众视
线。原来公务消费的影响力有这
么大，可见行政费用还有很大的
压缩空间。

“鲜花似海、彩旗飞扬……”，
会议规格越高，场面越豪华，所花
费的资金就越多。 但这些场面虽
然好看，却只是一个花架子，无关
会议内容，也影响不到会议结果，
徒然增加会议成本。

如果一切从简，不搞铺张浪
费， 砍下所有不相干的费用，诸
如庆典礼仪 、广告制作 、烟酒等
市场均要受到影响，但也会因此

节约更多行政费用。就在25日南
京长江四桥的通车现场 ，“没有
大拱门，没有鲜花，没有彩旗，没
有气球 ，没有礼炮 ，没有礼仪小
姐，没有红地毯，没有锣鼓……”
简朴的通车仪式仅用8分钟 ，花
费尚不到2000元。

可见，节俭办事不仅省钱，还
能因消费开支透明简单， 而堵塞
浪费黑洞和腐败空间。同时，还可
将省下来的宝贵资金和时间，用
到民生保障等刀刃之处。

节俭开会还有很多的外延之
处。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会期由以往的两天压缩到1天
半， 先进集体代表和个人不再进
京领奖，改成通报表彰名单，一笔
笔真金白银由此节省出来。

如果再把视线拓宽些，还有
更多节约潜力可挖。比如压缩办
公场所的规模和规格 、削减 “三
公消费”、裁减机构人员等等，都
是节约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节
约型政府，是打造廉洁政府的必
由之路。

水易寒

沉默8个月后，央视著名主持
人赵普首次回应毒胶囊事件：整
个工业明胶产业链被曝光， 肯定
触动一些人、 一些利益集团的利
益。 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压制我本
人，也包括对我单位施压。许多人
不知道，以为压力来自台里，其实
不是。 许多人以为我是被台里处
分了，其实不是。央视是让我避避
风头。(12月26日《成都商报》)

赵普被央视“雪藏”几个月，
原来只是为了避风头！凭着央视
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强大利益
集团 ， 能让央视也这么委曲求
全 ？再仔细读赵普的回应 ，疑惑
更甚从前———

赵普最初微博爆料的并不
是毒胶囊，而是老酸奶和果冻！

4月9日，赵普在个人微博上
写道 ：“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的短
信：不要再吃老酸奶（固体形态）
和果冻 ，内幕很可怕 ，不细说 。”
后来之所以扯到皮鞋 ， 是因为
《经济观察报》 记者朱文强当天
也在微博上印证了赵普的说法：
“哪天你们扔了双破皮鞋， 转眼

就进你们肚子了。”
而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

报告 》 播出节目 《胶囊里的秘
密》， 曝光河北一些作坊用皮革
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企业
制成药用胶囊，并没有涉及老酸
奶、果冻。

疑问就在这里，工业明胶流
入老酸奶、果冻行业的证据链并
没有出现。究竟是赵普当初微博
里的片言只语污蔑了老酸奶和
果冻，还是央视不堪压力“屏蔽”
了涉及老酸奶、 果冻的内容？如
果是后者，那么避风头的显然不
仅仅是赵普。

每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
我们总是下意识地将之归咎于
监管不力 。 可如今面对赵普的
“避风头”之说，似可折射出监管
的困窘。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的有
些监管不力，还真情有可原。

11月25日 ， 在央视 《晚间
新 闻 》 中 ， 赵 普 如 是 评 论 ：
“在所有食品安全事件中， 各类
行业协会……对本行业出现的
问题，是秘而不宣，悄然公关？还
是坦白问题，欢迎监督呢？”这个
疑问，也是公众的疑问。

张绪才

成都市红十字会在汶川地震后设
立的募捐箱，因多年未取，导致箱内善
款长出白毛。据当时出资制作募捐箱的
公司负责人说，原本应放在公共场所的
募捐箱，有些严重损耗，甚至被盗，最后
超过500个募捐箱被弃于仓库。（12月26
日《新京报》）

汶川地震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也激发
了善心和爱意。人们在为逝者悲伤的同时，
也纷纷为灾区、为灾民伸出援助之手。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为方便捐

款而设置的募捐箱， 善款似乎被遗忘
了，还在“沉睡”，导致有些纸币上已长
出“白毛”。这些已长出“白毛”的善款，
大多是一角 、一元的 ，并无50元 、100元
等大面值。这应该是善款长“白毛”的原
因：这些钱太“毛”，不屑收取。

慈善事业最讲究聚沙成塔、集腋成
裘，让爱心的涓涓细流汇成慈善的大江
大河。可是，因为“善小”而不为却经常
可见。今年9月，云南大理州鹤庆县一小
学老师和同事，到县民政局交学校给云
南昭通地震的募捐款，民政局工作人员
却以“不收现金”为名拒收，并且责怪零

钱太多不好数，最后还说：“最好是一个
人都不要捐，省得给我添麻烦。”

发霉善款背后是“发霉”的募捐管理。
如果因为善款是“毛票”就视而不

见，当那些无名的善心人得知爱心“沉
睡”在募捐箱里，已长出了“白毛”，会不
会让他们产生红十字会 “嫌贫爱富”的
冷意，从而挫伤爱心、热心和善心？

公众对慈善公益事业的信心，建立
起来困难，毁掉却很容易。不要以为只
有“郭美美事件”这种爆炸性新闻才能
对慈善事业带来冲击和影响，魔鬼总是
藏在细节中，如果不能注意到慈善事业
中的一些细枝末节，那么一些看起来不
起眼的小瑕疵， 同样会蚕食公信力，损
害整个慈善事业的社会形象。

■一句话评论

曾因开会睡觉“一觉成名”被免
职的祁东县司法局副局长赵勇平，
在被免职半年后复职， 现又被曝违
反《公务员法》、《律师法》的相关规
定，长期兼任律师。

———上班“睡觉哥”，下班大律师。
在永康市五金城经营钢丝网的

杜光华近日请员工吃饭， 一名员工
因酒喝多了在溪边方便失足落水，
身家过亿的杜光华跳河救人， 不幸
遇难。

———无关身份，只关精神。
出租车司机李先生被一位女孩

投诉拒载， 李先生很委屈：“她伸脚
打车，我为什么要停？”入冬以来，李
先生已经遭遇过三四次乘客用脚打
车的情况。

———虽然天寒，手还是拿出来吧。
“返校学生必须穿完整一套校

服进校”、“如果觉得冷，请加穿防寒
内衣打底， 请勿在校服外面罩上外
套”，近日在微博上流传着这样的一
份通知。

———应该让老师也穿校服。
江苏南通市委党校教授黄杨提

出，相较“龙的传人”，中华民族更是
“羊的传人”。 甲骨文中唯一一个关
于民族称号的文字为“羌”，而“羊羌
同义”。

———关键是现在怎么做人。
福建、云南等9省公安机关日前

统一行动，摧毁9个特大拐卖儿童犯
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355名，解
救被拐儿童89名。其中，福建一名计
生干部倒卖4名婴儿。

———禽兽不如！
点评：易凌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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