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1月16日，覃道周与同事携手走过摇晃的吊桥，为剩头村群众送物资。
② 1月16日，山路骑不了摩托车，“电骡子”队员就将送给孤寡老人的生活

物资卸下车，徒步送货。
③ 1月16日，覃道周给南坪村残疾老人王礼贵修好了轮椅，老人高兴得合

不拢嘴。
④ 山路再崎岖，也难不住“电骡子”服务前行的脚步。
⑤ 1月15日，接到线路故障报告后，服务队员迅速赶到现场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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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地处湘鄂交界处，境内的壶瓶
山主峰高达2098.7米， 以主峰为轴心延绵
起伏的860多平方公里山区内， 千米以上
的山峰就有266座。

在这片大山中，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安
装了“电力服务箱 ”的摩托车在崇山峻岭
中穿梭。 他们就是多年来坚持在这里为4
万多名群众服务的覃道周团队。

作为我省海拔最高的供电所———壶
瓶山供电所所长的覃道周 ， 从2007年开
始，带领37名员工，负责这里1.4万余用户
的供电工作。

山区路况复杂，能行车的地方他们骑
车；不能行车的地方，他们就走路。除了携
带灯泡、开关、电线之类的日常用电耗材，
他们还经常为群众捎带物品进出大山，以
自己的举手之劳，减少群众的翻山越岭之
苦。那一辆辆摩托车 ，将供电所和山区群
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几年来，他们累计为群众捎带各种货
物超过10万公斤。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们
是为民服务的“电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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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日前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 报告显示，中
国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
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 因空气污染每
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
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
达3.8%。（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遭遇长时间严重雾霾天气的背景下，这
份报告更增添了它的沉重感———前两组数字，
足以让国人如鲠在喉，而后一组数字，则意味
着每年辛苦积攒起来的数千亿元乃至上万亿
元财富消失在污浊的空气中。

这场不期而遇的雾霾天气，横扫中东部10多

个省份， 形成一场超越区域性的公共卫生事件。
“除了仙境般的阁楼把你我围绕， 我依稀看到了
满街满眼的口罩。”一首“大雾版”《北京北京》几天
内蹿红网络；更有人打趣：世间最远的距离，不是
生与死的距离，而是在街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
见你；央视一名驻外记者在微博上声称，在国内
因为空气污染而诱发脸部发肿的症状，返回英国
后得以明显改善。宁愿相信，这位记者的表白只
关乎事实，并不牵扯到爱不爱国的成分。

来自湖南省气象台的消息，这些天全省有
57个县市遭遇雾霾天气， 能见度不足1000米。
有新闻报道称，长沙连续10天处于雾霾的包裹
之下。“十面霾伏”让这座顶着“宜居城市”光环
的城市面临尴尬。

美丽中国，不妨从健康呼吸开始。无论政
府层面，还是普罗大众，对形成雾霾的路径已

经清晰———工业排放、机动车尾气和工地扬尘
是PM2.5的主要来源，对雾霾天气危害的认知不
断加深。认识往往是行动的发轫，但仅凭一番
认识，还不足消弭眼前的担忧———不从根本上
改变 “燃煤大国 ”局面 ，大气治理难免是句空
话；当汽车产业仍是“支柱产业”时，撇开尾气
排放量谈大气治理，显然也是缘木求鱼。更何
况，各地“开山造城”、“填海造地”的热情有增
无减，满眼都是大工地的现实，意味着扬尘仍
将穿过人们的口腔与鼻孔。

数九寒冬，我们却期待着冷空气南下吹散
雾霾，考虑用人工增雨的方式，洗涤天空。但这
些终究是权宜之计。真正走出“十面霾伏”，需
要人们自我革新，它涉及利益取舍，关乎发展
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关乎整个社会对环境
发自内心的敬畏。

陈小放

创新社会管理，需要手段的创新，也需
要管理方式的创新。

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良好机遇
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重叠，实施社会管理
所面临的新问题与诸多民生问题相互交
织。 湘潭市工商局在与其他职能部门主动
对接， 形成合力的同时， 注重借助基层力
量，实现让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扎根在
基层，让街道、社区力量成为执法管理中的
宣传员、信息员，及时掌握各方信息，提高
管理手段的准确度和管理的效率。

借助基层力量搞好社会管理， 是基于
“搞好管理为人民，依靠人民来管理”的理
念，是对“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理念的践
行。作为工商行政部门而言，担负着消费维
权、市场监管、服务发展、综合治理等多项
管理事务，点多面广，借助基层力量，能弥
补实际工作中的种种不足。事实上，社区、
街道办事处的管理职能， 与工商等诸多执
法部门有着共同处，叠合点。二者有共同诉
求，各有优势。倚重基层力量，可以优化执
法环境， 实现监管前移， 及时掌握工作主
动，将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或初始状态。

长期以来， 消费维权进社区是工商部门
的“常规手段”，如今，我们借助基层力量实现
了从“走进”社区到“驻扎”社区的转变。这种
转变既是观念上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对以往

运动式管理模式的转变。我们在全市各社区、
街道、学校、厂矿和乡镇，实现了消费维权部
门联动机制的全覆盖， 建立起一支常年的消
费维权联络员队伍和消费维权法律志愿者服
务站，去年受理消费者申诉、举报、咨询共计
1015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40多万元。

市场监管到位， 首先要求监管的无缝
对接。去年，湘潭工商部门与公安部门联手
整治废品收购和旅游市场， 取缔无证无照
经营废品店132家 ；与环保部门联合 ，取缔
“五小”店153家；与水务部门联合 ，整治湘
江河道采砂，取缔非法采砂点67处；与教育
部门联合，整治校园周边环境；与烟草部门
联合整治烟草市场等。通过联合执法，避免
了各职能部门因为脱节而产生的内耗 ，提
升了执法的严肃性和整治力度， 全年没有
一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借助基层力量， 让综合治理措施到位，
不留死角，消除了各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
隐患。我们借助街道、社区在流动人口和出
租户管理工作上底子清、 情况明的优势，发
动广大群众联防联控，开展“无传销街道”、
“无传销社区”创建活动，在各高校指导成立
大学生反传销志愿团。 通过借助基层力量，
2012年全市共端掉传销窝点68个， 行政立案
查处3起，移送司法处理23人，其中立案查处
的湖南金灿人生食品有限公司传销大案，被
国家工商总局行政学院作为典型案例写入
教材。 （作者系湘潭市工商局局长）

杨燕明

“等了50天，工钱始终没拿到。元芳，你怎
么看？”15日上午，西安市高陵县维也纳森林小
区四号楼前， 两名农民工穿着 “狄仁杰”、“元
芳”戏装服饰一唱一和，有人敲打着破旧的脸
盆“伴奏”，旁边20余名农民工扯出一条横幅，
上书“陕西飞跃建筑工程公司维也纳森林项目
部拖欠农民工血汗钱，元芳你怎么看”。（1月16
日《三秦都市报》）

如今，年复一年的讨薪，农民工兄弟可谓花
样迭出，不管这是“自我表达”还是“有人策划”，
都见证着农民工维权的艰辛———不玩出点花
样、不吸引住眼球，血汗钱似乎依旧难以到手。

尽管“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早已为各地
“高度重视”， 但现实总是显现出无奈的底色。
“农民工讨薪”也大有演变为“花样大赛”的趋
势———从爬塔吊、跳楼、堵路等偏激、非文明的
方式，到借助网络召开“新闻发布会”，再到眼
下的“演出”，方式在变，文明程度在提升，但其
目的殊途同归，即通过一次次的“新鲜花样”，
吸引媒体和地方政府的关注，依靠来自舆论的
压力，来讨回自己的血汗钱。

从跳楼讨薪到如今的“元芳”讨薪，是一种
进步，但也是一种无奈。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
部长邹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去年以来，各
地拖欠工资问题有所反弹，清欠形势趋于严峻。

讨薪靠“花样”，终究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是
永恒之策。 正如著名公益律师佟丽华所说的那
样：“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是天然的弱势群体，
靠他们自己维权难上加难，政府必须站出来，义
无反顾地为他们撑腰。”不然，农民工讨薪，仍
将成为岁末年初一道令人唏嘘的“风景”。

苑广阔

郑州的赵先生用手机为济源市城管局
的工作人员拍照， 本打算夸夸在天寒地冻
中坚持执法的城管人员， 不料竟被城管人
员抢走手机。（1月16日《大河报》）

这起乌龙事件，充满了戏剧性。从表面
看，似乎只是一个误会，但是误会的背后，
其实还有诸多深意。

一方面， 城管部门为什么对于市民的
拍照，先入为主地就认为是不怀好意之举？
这只能说明城管部门平时被骂多了， 骂惯
了，也骂怕了，以至于到了风声鹤唳、草木
皆兵的地步。另一方面，城管部门这种粗暴
态度， 恰恰证明了他们工作方式上存在严
重的问题， 表明他们对公众监督的排斥和
拒绝态度。而这样的表现，反过来又只会招
致更多的质疑和批评，更多的骂声。

纵观以往媒体的报道，野蛮执法，粗暴
执法，几乎成为了中国城管执法的“专用词

语”。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城管部门既想维护
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同时又逐渐失去了
自信，所以面对市民的拍照，他们会如此反
应过度，甚至做出抢手机的不理智举动来。

可是， 既然明明知道自己社会形象不
好，不受媒体和公众的待见，那么就更应该
知耻而后勇， 以实际行动来赢得百姓的认
可，进而扭转之前的不良形象。但在拍照市
民面前，城管人员的表现，却再次证明了他
们的工作方法确实问题多多， 不但无意中
失去了一次被表扬的机会， 反而再次坐实
了自己野蛮执法、粗暴执法的社会形象。试
想， 连对待不是自己执法对象的普通市民
都如此简单粗暴， 那么当他们面对自己执
法对象的时候会如何表现，更是可想而知。

其实， 没有谁处心积虑地想妖魔化城
管。因此，济源城管部门在为自己的野蛮行
为作出诚恳道歉的同时， 更应该好好反思
一下自身的执法方式， 反思一下应该如何
面对媒体和公众的正常监督。

7名被收养孤儿在火灾中遇难后，新华社
发文批评兰考有些干部愧对焦裕禄。有兰考
官员竟对此回应说，“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
因为他 ，兰考很出名 ，大家都盯着 ，都在对
比。”（1月15日《新民周刊》）

舆论重压之下， 兰考的官员又找到了一
条推卸责任的理由———都是焦裕禄惹的祸。
这条足以让人愤慨和错愕的“理由”，或许代
表着少数兰考官员的心声。

当年， 焦裕禄为了兰考人民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焦裕禄身上体现的作风，应当是兰考
最宝贵的财富，是兰考的精神之魂，更应成为
兰考前进的最大动力。但火灾发生后，兰考的
一些官员不主动查找自己的问题，反而将焦裕
禄这面旗帜视为一种政治包袱。他们宁愿活在
一种较低层次甚至有些不堪的作风状态中，悄
悄地，没有人比较，没有人关注。

这种存在于少数兰考官员身上的心态，
是干部作风建设中的隐患，应当引起各方面
的高度警觉。 图/王成喜 文/李英锋

敬畏环境，才能真正走出“十面霾伏” ■实践论·创新社会管理

让管理的触角扎根在基层

■新闻漫画

城管难道只能骂不能夸

别让“讨薪”变成“花样大赛” 焦裕禄为何
被少数兰考干部看作“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