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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团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日上午来到
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西里二区看望群
众。座谈会上，总理向大家鞠躬致谢。
他说，这些年我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些
好事，办了一些实事 ，但不足以报答
人民群众对我的培养和恩情。我虽然
尽力了，但总觉得有些工作做得还不
够好，心里感到愧疚，时时自责，希望
得到大家的谅解和宽恕。

温总理在中国人心中有 “温爷
爷 ” 之称———汶川大地震 ， 他视察
灾情时一度伤心落泪； 舟曲泥石流，

他同灾民们在一起； 考察春运工作，
他紧紧握住农民工的手 ， 关切地问
“工资拿到了吗 ？ 回家的票好不好
买” ……美国《新闻周刊》称他为“人
民的总理”。

这样的好总理 ， 仍然会 “觉得
有些工作做得还不够好”， 希望得到
大家的谅解和宽恕 ， 这既是 “内心
神圣感的外化 ”， 更是 “纯粹的人 ”
对权力 、 对人民的敬畏 。 这是勇于
承担责任的表现 ， 也是先进执政理
念的象征。

问题和矛盾的存在， 是客观的，
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往往也会受客观

条件的制约。不管是谁，总会存在“有
些工作做得还不够好”， 就看如何面
对，是否为此愧疚。

人民群众是最通情达理的。当前
社会存在的任何矛盾和问题，只要开
诚布公地承认， 心平气和地沟通，群
众纵有怨气也能够理解 。 由衷地愧
疚，真诚地道歉，既有利于化解矛盾，
更有利于维护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增强公众的信任感和亲近感。每一个
干部都该放下架子， 都该这么做。这
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表现。

有些领导干部，觉得向公众道歉
不但很没面子 ，还有损官威 。纵然被

抓住了 “尾巴 ”，也 “死不认错 ”，如果
有记者和媒体“穷追不舍”，竟然质问
“替谁说话”。 还有些干部的道歉，是
不得已的“应景之作”，给人的感觉要
么是 “轻描淡写”， 要么是 “避实就
虚”。如果道歉仅仅是为了“避风头”，
之后就没有“下文”，公众肯定不会认
同和谅解。

事实一再证明 ， 一味地敷衍塞
责 ，不但疏远了与群众的感情 ，还拉
大了与百姓的距离。公众不奢望所有
的领导干部都像焦裕禄那样，把自己
当作 “人民的儿子”， 但对责任不逃
避、不辩解是起码要求。

王石川

央视和各卫视春晚正如火如荼
地筹备。 1月31日， 国家广电总局下
发了 《关于节俭安全办节目的通
知》， 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 “节俭安
全办好节日广播电视节目”， 要求办
春晚 “不讲排场 、 比阔气 、 拼明
星”。

春晚， 本为烘托过年氛围， 让
老百姓在春节享受一份文化套餐 ，
刚流行时也并不奢侈， 很受大众喜
欢。 可近些年来， 办春晚成了不折
不扣的砸钱之举， 且各地纷纷推波
助澜。 全国人大代表叶惠贤去年曾
算过一笔账 ， 一台晚会最低成本
1000万元， 明星多一点的 ， 要6000
万元 。 一个春节 ， 全国光 “上星 ”
的晚会就有40多台， 成本要5亿元！

竞相跟风的春晚 ， 正在变味 ：
过于追求豪奢和排场， 一味追求舞
美灯光炫目、 服饰道具奢华， 拼明
星比大牌， 节目却同质化严重。

衡量一台春晚好不好， 在于内
容是否贴近民众， 在于质量能否上

乘 。 有些春晚 ， “戏不够 ， 明星
凑”， 以为排场大就有档次， 明星多
就有面子， 唱两首主旋律歌就有格
调。 与其说这是误区， 不如说是对
春晚功能的一种背叛。

这样的春晚， 已经逐渐失去了
存在的意义。 曾有调查显示， 高达
74.12%的受调查网友希望停办春晚。
虽然这一调查比较片面， 网友所说
也可能是激愤之言 ， 但只讲排场 、
节目同质化严重的春晚不受欢迎 ，
确实是不少人的心声。

有一种声音认为， 各地办春晚，
花的是电视台的钱， 民众无权置喙。
这种逻辑不可取， 就像舌尖上的浪
费一样， 钱是你的， 但资源是社会
的。

春节临近， 不少电视台春晚的
排场、 阔气、 明星已基本 “到位”，
国家广电总局节俭办春晚的要求似
乎有点滞后 。 但是 ， 春晚年年有 ，
期待今年的禁令对明年乃至以后的
春晚都能见效。

央视是春晚老大哥， 能否做好
表率， 让春晚回归节俭， 回归纯粹？

期待更多干部愧疚“工作没做好” 回归节俭，春晚更纯粹

司马童

据 《人民日报 》 2月3日报道 ，
2011年， 中央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
和其他单位 “三公经费” 支出合计
93.64亿元， 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
59.15亿元， 占六成以上， 是公务接
待费的4倍。 部分地区公车配备乱象
丛生， 县处级甚至科级干部也有固
定用车。

“舌尖上的浪费” 已成舆论焦
点， “车轮上的铺张” 也应引起高
度重视。

动辄 “屁股底下一套房” 的公
车浪费顽疾， 在社会公众中诟病已
久。 公车浪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公车私用严重， 真正用于公务
的时间较少 ； 二是占用道路资源 ，
加剧交通拥堵； 三是维修费用较高，
运行效率低下。 “车轮铺张”， 得多
算3笔账。

一为 “政治账”。 正如有关专家
分析， “在公车问题上不仅要算经
济账， 更要算政治账。 公车使用中
的铺张浪费和腐败问题， 严重影响
党和政府的形象， 损害党群干群关
系， 败坏社会风气， 应尽快启动以

大幅度减少直至基本取消公车为方
向的改革。” 只算经济账， 忽视政治
账 ， 就难以清醒看透 “车轮铺张 ”
背后的民心伤害大问题。

二为 “环保账”。 近来， 波及众
多地方和城市的雾霾之害， 已经引
发社会公众的极大忧思。 而据有关
调查表明， 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
成本是0.82万元 ， 而机关公务轿车
则高达3万元以上， 使用效率仅为社
会车辆的1/5至1/6。 公车使用效率
低下， 凸显了对环境影响的负面作
用。

三为 “活力账”。 一则硕士研究
生竞聘事业编制环卫工的热闻， 前不
久引爆了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的舆
论之争。 “车轮铺张”， 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 何尝不是 “死在编制里” 的
诱惑之一。 千军万马争着去抢公务员
的 “铁饭碗”， 绝不是激活智者活力、
有利人才流动的正常表现。

“车轮铺张 ”， 归根结底是对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理念宗旨的
淡漠。 强化监督举措， 杜绝公车滥
用， 可行之策并不难找， 真正缺少
的， 无非就是从严自律的决心和勇
气。

■一句话评论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表示，炼

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
一， 但这并非因油企质量不达标，
而是我国标准不够。

———孩子调皮，只能怪家教不严？
来自安徽的刘杰，从常州免费

带4名工友开车回老家， 在南京江
宁上坊附近被运管所稽查人员拦
住，称他有非法营运嫌疑。耽搁7小
时之后，才凭单位证明被放行。

———执法还是别搞“有罪推定”
好。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车管所
负责人表示，警方、交通港口管理局
正调研划定驾驶培训区域与教练车
规范问题。如果研究好了，将允许个
人自行申请驾考。

———最好还是全国统一调研
统一实施。

广州至合肥加开的一趟临时
旅客列车上，无座票居然比硬座票
还贵。12306客服工作人员解释说，
这趟列车发售的无座票在软座车
厢，于是无座票跟软座一个价。

———无座票还分“黄金地段”？
岳阳火车站春运出新招，考虑

到农民工朋友对各种繁琐的文字
提示存在困扰，就在车站广场的地
面上增加许多“大脚印”加以引导。

———简单明了，温馨可爱。
位于河南鲁山县上汤镇的尧

山福泉于2月2日开业。山西客人花
费十万元拍得“帝王头汤”，现场做
帝王扮相，享受“嫔妃、宫女、太监”
的服侍，场面香艳。

———洗个澡洗出了铜臭味。
点评：易凌翔

49岁的朱曼， 沈阳大东区一家私营口腔
诊所的勤杂工。为被拖欠的千元工资，她历时1
个月奔走于3个部门陈述情况、 填写表格、搜
集材料，感觉自己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身心俱疲但白费工夫。 当地劳动仲裁部门要
求的解雇书面证明、考勤卡、工资单明细复印
件等9种证件，至今仍未办齐。

历数这9种证，解雇书面证明、考勤卡、工
资单明细复印件等， 用人单位如果不配合，
当事人根本不可能拿到。可用人单位都下定
决心欠薪了 ，又怎么可能主动提供 ？相关部
门如此要求，岂不让欠薪老板偷着乐？

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尽
管多部门联动推动 “清欠 ”工作取得一定效
果， 但一些被欠薪者仍倍感无助与无奈，频
繁遭遇“弹簧门”。艰难讨薪的背后，折射的是
一些部门“踢皮球”式工作作风难改。

文/图 陶小莫

“车轮铺张”还须算好3笔账

家暴不是家务事
邓海建

2月3日上午，历时1年多、前后开
庭4次的“李阳离婚案”宣判。法院判
决李阳与妻子李金离婚， 并认定李
阳存在家暴及重婚行为；判其3个女
儿由李金抚养，李阳按照每人每年10
万元标准支付抚养费， 至年满18岁；
李阳支付1200万元财产给李金。

家暴问题， 很多人都简单地觉
得这是 “清官难断家务事 ”，习以为
常 ，见惯不怪 。因此 ，当李金在微博
上痛诉李阳恶行的时候， 就有一些
网友认为， 家庭问题还是不要弄到
世人面前。

我们对家暴问题的“不上心”，只
能证明两点：一是在身体权、健康权、
人格权、自由权甚至生命权意义上的
夫妻平等，在生活中未必是人人深谙
的底线理念； 二是家暴行为较为普
遍，且已经普遍到一些人习以为常的
地步。

从2008年起， 全国妇联已连续5
年向全国人大建言，制定一部综合性
反家暴法，集家暴行为的预防、制止、
救助、教育与矫治措施于一体。但反
家暴立法，一直受“家暴是家务事”等
传统观念阻碍，进展缓慢。

其实，家庭暴力，本质不是家庭问
题，而是暴力事件。既然是暴力事件，

自然就涉及法律层面， 不能通过无原
则的隐忍来解决。 全国妇联的一项最
新抽样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
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
的男性承认打过配偶。 每年约40万个
解体的家庭中，25%缘于家庭暴力。

家暴频现， 受害人却很难讨说
法。究其原因，一是受害者往往认为
“家丑不可外扬”，不愿意拿起法律武
器捍卫权益，选择一忍再忍；二是旁
人和相关部门常常认为“清官难断家
务事”，不用管、不想管，导致家暴升
级。最重要的是，不少时候，受害者拿
起了法律武器，却遭遇取证难、维权
难等问题。

李阳的这场官司，应是带有警示
意义的社会信号：必须将家暴从家务
事的误区中厘清出来。

讨薪遭遇“弹簧门”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