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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重的钩机转动着履带，挥舞着铁臂，
3600余辆电动车被悉数摧毁！ 深圳启动

“禁摩限电”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并用“毁
电”表决心。

———如此毁之，算不算浪费？
4月1日起， 河北邯郸的天然气开始涨

价。邯郸市物价局介绍，此次涨价以市政府
文件为依据。记者询问何时开的听证会，物
价局称，“可能是2010年，还是2011年。 ”

———听证会的时间都记不清了。
广州市质监局2013年预算， 原本56

页， 但仅仅存在一晚上很快被一个46页
的新版本代替。 消失的10页是一份完整
的表格： 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
算表。

———公众能看懂的，不能让看到。
4月5日， 长春一位老人突发脑梗塞

晕倒在地。 监控录像显示，在急救人员赶
到前，12分钟内共有178人从老人腿部跨
过，只有1名女子留下照顾老人。

———1比178，不全是“不敢扶”啊。
广西南宁市民抱怨公交候车凳太

矮，高度不足20厘米。 南宁市道路运输管
理处称，候车凳的高度越来越低，是因为
路面改造时同步拔高人行道上的路沿
石。

———“凳矮矮 ”的实质 ，还是便民之
心“空空”。

成龙连发4条微博，表示正在考虑把他
20年前收藏的10间古建筑中的4间送出国
门，捐赠给一所新加坡大学做教学之用。

———古建筑是文物不？
点评：易凌翔

禹振华

据本报4月8日报道， 湖南省卫生
厅向全省各市州下发了 《关于加强人
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 要求实行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例个案日报告制度， 要求切实保障疫
情应对和病例救治工作的经费， 严禁
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和推诿患者。

“H7N9禽流感来了， 谁为患者埋
单？” 的讨论， 目前异常热烈。 中山大
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 教授林江认
为， 使用公共财政资金为患者埋单的
前提是H7N9禽流感具有人到人的传染

性， 目前时机不太成熟。
“如果一个人得了H7N9禽流感 ，

政府就拿公共财政为他治病， 等于用其
他纳税人的钱为一个人看病， 这样的
话， 对整体纳税人是不太公平的。” 林
江教授的观点， 表面看确实有一定道
理。 但是， H7N9禽流感并非一般的病，
是否具有人际传染性， 至今尚属未知。
也正是因为对未来的未知， 造成了社会
上普遍的担忧。 谁会是下一个H7N9禽
流感患者的担忧，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引
导和化解， 甚至会造成恐慌心理。

不能证明H7N9禽流感具有人际传
染性， 反之亦然。 在这种现实语境之

下， 免费治疗H7N9禽流感， 让所有患
者有其医， 可以尽最大可能减少健康
人与患者接触的机会， 安抚社会情绪。

从目前已发现的H7N9禽流感患者
病情来看 ， 往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 。
这样的巨额费用， 对于大多数患者来
说是难以承担的 。 不实行免费治疗 ，
患者就可能在治与不治之间进行选择，
就有可能对公众健康带来危害。 而且，
免费救治H7N9禽流感患者， 实际上也
是在为应对这种新型病毒积累经验 ，
是公共财政发挥公共效益。

免费救治H7N9禽流感患者， 可以
找到一定程度的法律依据。 2003年5月

施行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43条规定：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提供必要资金， 保障因突发事件致
病、 致残的人员得到及时、 有效的救
治。 因此， 即使不能马上决定H7N9禽
流感治疗免费， 至少也要保证不能因费
用问题延误救治和推诿患者， 这是对公
众健康负责， 也是公共财政的责任。

10年前的非典 ， 对贫困患者和农
民患者实行了免费治疗， 登记在册的
“非典” 后遗症患者， 还得到了政府提
供的免费治疗和生活补助， 为战胜非
典奠定了良好基础 。 防治H7N9禽流
感， 何不借鉴并推而广之？

何长生

自中央出台 “八项规定”以
来 ， 各地下大决心改进工作作
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 已经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
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地方公款
吃喝、 铺张浪费现象有所抬头，
引起了社会对于不良作风回潮
的担心。

究其根源，在于面对阶段性
成绩，有的领导干部滋生了沾沾
自喜 、骄傲自满的情绪和 “松口
气”、“歇歇脚”的思想，抓作风的
劲头不足了，监管放松了 ，查处
敷衍了，导致作风制度的执行缺
乏连续性和严肃性，并没有真正
起到震慑和警醒后人的效果。 目
前 ，部分干部麻木不仁 、观望等
待、阳奉阴违等不良现象还有进
一步扩大的趋势，如不及时加以
制止，不仅背离群众的期许和损
害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严重侵蚀
我们党的执政根基，其危害不容
小觑，应当引起重视。

作风体现党的形象、关乎党
的生命 。 转作风乃兴党固政之

举，可谓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
并非一时之功、一蹴而就。 要避
免此次转作风浅尝辄止、虎头蛇
尾，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作风病”
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不能有丝毫
“松口气”、“歇歇脚” 的理由，要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刮骨疗毒的
勇气和经得起考验的智慧，深入
推进干部人事 、行政审批 、财政
预算等制度改革，健全监督问责
机制 ，坚持不懈地抓 、持之以恒
地抓 ，作风才能得到真实 、持久
的转变 。 否则 ，“雷声大 、 雨点
小”、“紧一时、松一时”、“明里一
套、暗里一套”的落实，无异于隔
靴搔痒，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而且只会陷入“走过场、刮
阵风”的怪圈。

“凿井当及泉 ， 张帆当济
川”。 转作风贵在落实。 要以“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以“踏石
有印，抓铁留痕”的精神，锲而不
舍、坚韧不拔，善始善终、善做善
成，用扎实有效的举措把转作风
落到实处 、明处 ，聚集起推动事
业发展的正能量。（作者系江华
瑶族自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司马童

红灯亮了， 能不能过马路？
幼儿园小朋友张口就答的问题，
在大人面前却有不一样的答案。
据4月7日《楚天都市报》报道，孩
子要等绿灯，武汉汉口一对年轻
父母却在红灯下硬拖着儿子过
马路。

大人还不如孩子遵守规则，
也算是 “中国式闯红灯” 的一朵
“分支奇葩”了。 小孩认为绿灯亮
了才能过马路，而“经验丰富”的
大人却善于抓住“不守规矩”的时
机。 校园里学的和现实中教的，成
了一种无法统一的 “凌乱信息”，
让成长中的孩子无所适从。

“强拉闯红灯 ”的教育错位
现象， 在不少地方不少时候，已
成为见怪不怪的“正常行为”：不
仅父母“强拉”孩子，还有其他亲

朋的“言传身教”。 这种错误观念
引导下的“大手拉小手”结果，便
是守法意识成了 “皮之不存”的
教育幻象，许多期待“从小抓起”
的规则意识， 还未开花结果，就
已凋谢夭折！

“强拉闯红灯 ”看似随机应
变，实则“毁”人不倦。 这样的“以
大拉小 ”闯红灯 ，实质上是一种
半强迫的恶意诱导。 “强拉”了孩
子的手一次，就污染了孩子的心
一次。 当孩子通过成人世界的耳
濡目染 ，渐渐习惯这种 “游戏规
则”的变通之道，可想而知，长大
后也会成为“强拉一族”。

对于孩子的教育，只能用正
确的声音说话。 否则一旦形成定
势，很难“推倒重来”。 像“强拉闯
红灯”这样的失德之行与逆法之
教， 带坏的不只是自家孩子，也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刘鹏

清明节期间， 不少市民到南京
雨花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时发现 ，
陵园东南角竟有一片空地被人圈起
养猪、种菜。 对此，陵园管理局工作
人员表示，这是为单位食堂搞的，自
己种的菜吃起来也更放心， 养猪也
是为了让职工吃上“放心肉”。

在“柔道队养猪”，国乒封训“猪
肉空运”，“特供猪肉” 等现实中，南
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养猪， 似乎并没
有可以批评之处。 但仔细想想又难

免疑惑：一是从外部采购的蔬菜、猪
肉等，果真到了让人不放心，甚至有
害的程度了吗？若如此，烈士陵园养
猪、种菜之举，岂不是对相关管理部
门的讽刺？二是市场上的蔬菜、猪肉
等，普通市民都在吃，烈士陵园的职
工却吃不得？

很明显，让职工吃上“放心肉”，
不过是烈士陵园养猪的表面原因，甚
至只是一个借口。 真正的问题在于，
一些人的特权思想、 特供思想作祟，
一边认为自己比老百姓金贵，一边利
用公共资源等，为自身牟取私利。

烈士陵园的管理者， 有其自身
的职责，比如负责纪念先烈、教育人
民； 负责烈士纪念建筑物建设 、维
护、管理与环境美化工作；负责烈士
骨灰保存， 烈士遗物和革命史料陈
列，革命史料收集编写，烈士文物档
案建立与文物保管； 组织革命烈士
纪念活动等等。

事实上， 雨花台烈士陵园方面
的做法， 无异于利用职权私自圈占
和改变相应土地和区域权属， 是损
公肥私之举。 烈士陵园是供群众祭
祀先辈烈士的地方， 把一个本该庄
严肃穆的地方弄得臭气熏天， 说得
重一点，是数典忘祖，是一种对历史
的亵渎。

清明小长假三天， 莫言旧居接待的游客超过千
人。 游客中既有单纯去参观沾“文气”的，也不乏“抠墙
皮、挖砖块”的。 “这墙角的砖头被人挖走了，墙皮被抠
掉一块， 他们说是带回去， 把土撒到家里沾沾 ‘文
气’。 ”莫言二嫂葛金芳说。

虽然钱钟书说过，觉得鸡蛋好吃就行 ，何必要认
识那下蛋的母鸡？ 但国人讲究“沾喜气”，去莫言旧居
看看，沾沾“文气”也无妨。 不过发展到抠墙角，则有点
过分了。 腹有诗书气自华，“文气”是读书读来的，真想
沾莫言的“文气”，不如买几本书来认真读。

说白了，抠墙角是另一种“到此一游”。从《西游记》
里孙悟空那泡尿开始， 随意留念的个中高手层出不
穷，所用留念方式也令人瞠目结舌。 从这个角度出发，
买堆莫言书籍放在书架上蒙尘 “沾文气”， 与抠墙角
“沾文气”，也没什么本质区别。 文/禹振华 图/张兮兮

抠墙角沾“文气”？
■新闻漫画

H7N9禽流感，能否免费治疗

烈士陵园养猪亵渎历史

转作风切莫“歇脚”

“强拉闯红灯”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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