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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涛

3月23日，南京举行“地球一小时”全
球接力活动。当晚8时30分，南京电网负
荷最高为485万千瓦时， 至8时40分负荷
竟然达490万千瓦时。 南京今年虽然有
300多幢集中控制的高楼如期关灯，但居
民主动参与灭灯的情况远不如往年。

“地球1小时”，源于世界自然基金
会2007年向全球发出的一项倡议，呼吁
在每年三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时30分
至9时30分期间熄灯1小时，以此表明对
全球共同抵御气候变暖行动的支持。

活动期间，南京用电量不降反升，
似乎有些尴尬。不过，晚上八九点钟正
值用电高峰， 电网负荷不断攀升也是
自然现象。因此，判断“地球一小时”的
节电效果， 不能仅仅横向观察更要纵
向对比， 看与最近时期同一时间段的
用电量相比有无下降。

而且， 公众主动参与灭灯的情况
远不如往年的背后，并不意味着“地球
一小时”已经徒具形式，恰恰相反，应
是新鲜劲过后理性认识的回归。 从技
术和专业角度分析， 对于一些特殊的
机电装置来讲，突然断电然后再启动，

可能会造成比一小时电费更大的损
失。也有人对“熄灯点蜡烛”之举进行
了量化解读。价格方面，一盏普通的日
光灯40瓦，1小时耗电0.04度，1小时节省
0.0219元，但一根普通蜡烛至少要0.5元。
实效方面，一度电对应碳排放量为0.9千
克，熄灯1小时，一盏日光灯节省碳排放
量0.036千克，而一根标准大小的蜡烛燃
烧1小时会释放碳0.007千克。

这些质疑，并非抹杀“地球一小时”
作为一项世界活动的意义。我们关注并
且执行“地球一小时”活动，目的当然不
只是为了省几度电，也不是一定要市民

刻意体验一下没电的感觉，然后努力发
出一番“没电真安静，生活真美好”的虚
伪感叹。“地球一小时”， 更强调传达出
来的理念：保护地球，节能减排，绿色生
活，与我们每一个人相关；而且，世界是
可以停电的，我们的生活是可以离开电
灯和电脑的，世界是可以回归安静的。

参与“地球一小时 ”的真正意义 ，
不是在这一小时关闭电源， 而是在每
年的8760小时， 时时绷紧节能降耗这
根弦， 从节约每一滴水、 每一度电做
起，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遏制气候变
暖做出应有贡献。

堂吉伟德

据3月24日《京华时报》报道，
一家知名企业负责人透露， 该企
业耗时4个多月 ， 跑了10多个部
门，盖了20多个公章，花了10多万
元，目前仍未 “备齐 ”办理厂房房
产证所需的全部材料。他表示，希
望这次政府机构改革要真正 “甩
开膀子”，“不放空炮”。

跑公章的传奇，可谓“一把辛
酸泪”，很多人除了抱怨、愤慨，多
是无奈。譬如前不久，在北京工作
的育龄妇女王梅意外怀上了第二
胎。因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全家
人为此一起行动办生育证， 在老
家和北京来回奔波盖了30多个公
章，复印资料达50多页。

对于普通人来说， 除了受累
于繁杂的程序之外， 还可能受气
于服务态度的恶劣。 今天相关人
员出差了，明天档案室打不开了，
后天打印机出现故障了……种种
麻烦都可能让你折腾往返。 说不
尽的好话，求不完的人，往往证照
办毕，人也累得心力交瘁。

有人认为，解决 “公章旅行 ”

关键在于放权， 减少行政许可事
项。 客观说，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
面，更重要的在于，如何规范和约
束权力行为，将其“关在笼子里”。
假若行政主导一切的思维没有改
变， 那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可
能沦为一句空话， 就会沦为上头
减下面增，此处减彼处增。

盖了20多个公章办不下厂房
房产证， 折射出改革的难度所在。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2001年10月
就已经开始，以大部制为代表的政
府改革也经历多轮，减少、合并和
取消的许可项目也越来越多 ，但
“公章旅行” 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
改善。正是因为如此，此轮改革才
将“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并将
其提升到“志士断腕”的高度。

针对新一轮改革， 国务院已
经提出了警告，“各部门都要自觉
行动， 限期完成职能转变各项任
务 ，绝不能 ‘换汤不换药 ’。”承载
公众期望的改革能否实现，“甩开
膀子”，“不放空炮” 很有必要。什
么时候， 公众不再为跑公章而纠
结痛苦， 行政职能调整才真正取
得了成效。

邓海建

尽管频给车牌浇“冷水”，但是23
日举行的上海私车牌照拍卖仍是一
路飙高，最低成交价突破9万元大关，
被戏称为“最贵铁皮”。

这是一个悖论： 牌照太便宜，起
不到限车的效果；牌照太贵，又沦为
富人的游戏。9万元的“最贵铁皮”，在
中国当下的车市来看，显然已经异化
出了理性范畴。追问接踵而至：一者，
价格杠杆是不是 “无上限”， 刚需多
强，车牌就会多贵？二者，堵车的破解
之计，是不是一定要罚出市民掏钱的
痛感，公共交通已经穷尽一切努力了
吗？三者，要“有效遏制车牌价格过高
过快增长”，突破9万元大关了算不算
“过高过快”？

伴随着“牌随车走”的地方规定，
新牌与二手车牌价格互相攀“涨”，上
海车牌已经成为稳赚不赔的投资捷
径。有人算了笔简单账：上海常住人
口2300万，若以3人一户计算就是700

多万户，以一户一辆统计需求，现有
300多万辆汽车， 再加上每年不到10
万的投放量，就算到2020年，在上海
人口总量不变的前提下，理论上起码
还有300多万的车牌缺口。“刚需”面
前，价高者得的政策不转身，车牌很
难降价。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上海2012年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0188
元。换句话说，两年的可支配收入，买
不到一张上海车牌。这样的比率，一方
面说明这样的价格杠杆， 已经不是一
般人能玩得起；另一方面，房价的居高
不下已经逼着年轻人只能在主城区外
买房，如果“车牌”再继续跟风上涨，则
意味着年轻人进入城市的门槛更高更
贵。这对城市的长远发展而言，只会固
化、凝滞化既有阶层和结构。

解决城市拥堵问题， 政府智慧要
优于市民罚单。 尤其是当车牌拍卖上
的利益寻租， 已经近乎成为明规则的
时候，反思“以牌限车”的制度，也许是
比遏止“破十万”更迫在眉睫的事情。

叶祝颐

投资2亿多元的秦阿房宫景
区建成13年， 如今因为选址不当
将被拆除。 西安沣东新城管委会
阿房宫遗址保护管理办公室负责
人称： 阿房宫景区是阿房宫遗址
周边的人造景点,且土地是租赁附
近村子的 , 从保护遗址的角度出
发,该“阿房宫”将拆除。

不仅仿制的阿房宫景区短
命， 投资2.5亿元兴建的沈阳五里
河体育场建成18年即被拆除 ，建
成仅9年的海南“千年塔”沦为“短
命塔”……

建筑物寿命过短， 浪费社会
资源，造成建筑垃圾与环境威胁。
分析建筑短命的成因， 除了要谴
责豆腐渣工程以外， 非质量原因
的建筑 “短命 ”现象，凸显决策者
的权力任性， 更是戳到了城乡规
划短视病的痛处。

《城乡规划法 》规定 ，城乡规
划不能因为地方领导的变更而变

更。但是，由于政绩评价体系不完
善， 有些领导按自己的意图随意
更改城市规划者不在少数， 城市
规划俨然陷入了 “领导一句话就
变”的“过家家”怪圈。既浪费社会
资源， 也打乱了城乡规划总体部
署，导致城乡规划缺乏连续性、前
瞻性， 滋生了不少华而不实的形
象工程甚至烂尾工程。

拆除阿房宫景区的理由，自然
是非常充足甚至是冠冕堂皇的。从
保护文化遗址的角度看，阿房宫仿
古景点确有拆除的必要。如今传统
文化被人为破坏、过度商业化已成
文化保护的痼疾， 再不加以整治，
恐怕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这点文化
瑰宝真会变成“历史”。

但是，阿房宫景区当初作为省
重点招商引资工程， 项目规划、选
址都由省、市文物局、规划局负责
把关。 把关者当时为何没有看出
“选址不当”？ 既然土地是租赁的，
为何当时有人拍板上马工程，拆除
建成仅13年的景区就不浪费吗？

贵州省中考时间统一为6月21
日—23日。 贵州省教育厅专门提出，
继续鼓励各地探索各学科开卷考试，
以此把学生从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
知识的传统应试教育模式解放出来。

———“开卷有益”，值得探索。
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

行人闯红灯处警告或5元以上50元
以下罚款。在宁波，一名闯了红灯的
老者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这么

过来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最可怕的是， 错误成了习

惯。
武汉汉口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推

行“恋爱登记制”，对该院恋爱的学生
进行摸底， 并由1名老师负责多对情
侣，调解情侣争吵，开导分手恋人，防
止失恋者做出极端的举动。

———“出发点”又是好的。
点评：易凌翔

浙江宁波高新区上王村出了件奇
事，公公陈某和儿媳赖某为了拆迁而结
婚，想以夫妻投靠名义把儿媳、孙女的
户籍迁到村里，想以此多分钱。户口申
请材料被退回来后，公公和儿媳转而联
手将宁波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
局告上了法庭。21日，翁媳被判败诉。

陈某与赖某分别办理了离婚手续，
并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其不属于
禁止婚姻登记或婚姻无效的情形，民政
部门确实应给其颁发结婚证。

虽然双方合法结婚，但该行为出于

非法目的，同时事实上仍保留与原配偶
的“事实婚姻”，原告的行为是对社会基
本伦理道德的肆意践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
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为了拆迁补
偿款，翁媳假结婚，既不诚实守信，也悖
逆公序良俗，更损害集体利益和其他村
民利益，且可能构成诈骗罪。

君子爱财 ，取之以道 。翁媳的 “雷
人婚姻”，只会徒添笑料。

文/图 陶小莫

“地球一小时”，意义大于形式的环保课 “公章旅行”呼唤职能转变“甩开膀子”

阿房宫景区何以13岁夭折

■新闻漫画

为拿拆迁款，翁媳竟结婚疯狂的是车牌还是以牌限车

■一句话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