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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东每
2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
修订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
准增加了细颗粒物，也就是PM2.5和
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监测指标。根据
计划，2012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
城市开展细颗粒物与臭氧等项目监
测，并在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以上
城市。

（ 据中国之声《 新闻纵横》）
PM2.5是什么？恐怕很多人还说

不清楚，但大多清楚这是一个牵涉到
空气污染的指数。随着一些公益人士、
专家和媒体的推广，政府部门终于有
了决心在全国推广PM2.5。指数的推广

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
理念的民间推广和教育过程，这对于
从劳动密集型谋求转型的中国经济来
说亦是重要的。推广PM2.5有了一个时
间表，看似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其实我
们应该清楚的是：即使是PM2.5在全国
范围内都执行了，也只是一个环保手
段，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我们呼吸的
空气是相对干净的。

为了经济的发展付出环保代价，
然后再用几倍的精力来弥补这个过
失，这样的事情从西方到东方一直都
在发生。如今的中国政府终于开始在
经济之外关注环境以及环境问题引发
的民众健康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回
归，是一种进步。PM2.5的推出，表明了
政府部门敢于面对此前几十年建设中

背负的环境债，不过这个指数不应该
仅仅是为了公布而公布，与其说是公
布给民众看的，不如说是公布给决策
层看的。空气作为常规生命体的必需
品，没有人能够选择“ 用或者不用”，
每个国民的肺都只能被动接受，政府
应该参考该指数推出环境保护、恢复
的相关工程，这才是该指数的真正意
义。

PM2.5的千呼万唤始出来，这番过
程到容易让这个配角喧宾夺主。如果
说PM2.5让人感到迷惑，以至于遗忘其
根本目的是“ 净化空气”，那么不如推
出“ 呼吸道恶性肿瘤指数”，虽然吓
人，却能警醒世人和政府部门：环境保
护的事情，不管指数推出与否，都在和
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着，刻不容缓。

□刘义昆
近日湖南湘潭市政府在《 湘潭

日报》 以及湘潭市政府门户网站上
公布了36个市直部门共508名领导
干部联系方式。短短半天后，湘潭当
地的一些网站就删了相关信息。湘
潭市政府部门知情人士解释道，有领
导说网上就不要搞了，怕外地不相干
的人看到了，乱打干部们的电话。

（ 据《 法制日报》）
对于网上“ 得而复失”的领导联

系方式，网友的反应颇为激烈。有网
友甚至说，“ 怕骚扰你当什么领导”。
这话有些激进，但并非毫无道理。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是我党的
一贯传统。而加强与民众的关系，则
本应是现代政府及其官员的基本理
念。在媒体的强烈关注、网友的激烈
炮轰后，是否将领导电话在网上继续
公开，是摆在湘潭市政府面前的迫切
命题。

问题在于：倘若当地政府不愿意
在网上公开电话，即便网友们在努力
之后勉强得来，又能产生多大效果
呢？是的，删除已经上网的领导电话，
无疑是一个败笔；而“ 有领导说网上
就不要搞了”这个解释，则让人感觉
湘潭市政府的公开举措，并非那么心
甘情愿。

心不甘、情不愿地公开电话，能
有多大意义呢？这些年在媒体上，我
们早就领教过很多“ 一问三不知”的
官员。而各级官员应付来电来访的花
样，同样也是层出不穷。基于一些官
员的表现，即便在报纸乃至网络上公
布了电话，他们恐怕也很难通过民众
来电来信，真正去探查民意、解决问
题。是的，领导给不给电话勉强不得，
能否为民办事更勉强不来。

老百姓为何要领导的电话呢？这
是个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啊，倘若
事情能在政府对外窗口解决，麻烦能

在公检法得到公平处理，老百姓何苦
要领导电话呢？在我看来，这同样是

“ 信访不信法”的表现。中国政法大
学马怀德教授曾指出，人们解决纠纷

“ 信访不信法” 是一种不正常的现
象。是的，所谓“ 信访不信法”，其实
质是只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这不
仅会使各级官员疲于批示，更将政府
日常机构置于可有可无之境地。

湘潭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回应说，
他们对这次公布领导干部联系方式
一事也不是很知情。《 湘潭日报》以
五个整版公布领导联系方式，当地宣
传部门居然“ 不是很知情”，这是何
等“ 推诿”。而《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实施已近四年，已经上网的领导电话
却又删除，这又是何等荒诞。《 条例》
要求“ 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切身利益的（ 政府信息）⋯⋯应当主
动公开”。网上“ 得而复失”的领导
电话再次表明，“ 主动公开” 仍是空
中楼阁。

几天前，张家界市纪委书记汪业
元发出一条微博，附上了个人公开承
诺书的照片，内容包括个人手机号
码、办公地点、电子邮箱、认证微博和
工作情况发布网站等（ 2月27日《 中
国青年报》）。汪业元因此被称为

“ 官场另类”。在我看来，公布自己的
联系方式，直至为人民服务，依靠官
员的“ 另类”或者道德自觉，是很不
靠谱的；它需要一个健康的权力运行
与监督体系。

我认为，不论是官员主动公开电
话，还是政府主动公开信息，抑或是
改变官员“ 权大于法”、民众“ 信访
不信法” 的局面，都需要对权力运
行、民主监督重新进行顶层设计———
也就是，要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 四位一体”的改革。当然，
这需要人民日报所言“ 宁要微词，不
要危机”的政治决断。

□佘宗明
1982年出生，29岁就当上教授。

近日，武汉大学的“ 实力派靓女”袁
荃在网上走红。校方称，袁荃的教授
职称不属于“ 破格”。“ 诡异”的是，
网上竟少有质疑论调，基本上都是褒
扬。不少网民感慨：“ 传奇就在你我
身边”。 （ 据江西电视台报道）

在此之前，有个说法甚嚣尘上：
这是个没有佳话的时代，在国人的

“ 质疑综合征”下，什么都会被拉上
舆论烤架，接受世俗拷问。而今，美女
教授袁荃的际遇，却宣告了此断言的
纰漏百出———原来，佳话依旧存在，

“ 逢神迹必猜疑”只是伪命题。
在信任断裂，共识钝化，公共场

域已裂变为“ 万人对万人战争”的流
沙格局的语境下，袁荃式传奇，有些
来之不易。她不像是唐骏之流，在商
业社会，凭着创富神话和营销式包装
走红，没有兜售“ 我的成功可以复
制”的成功学名言，却是在学术领域
斩获佳绩，为人又谦逊低调，又怎能
备受追捧？再者，“ 80后美女”与“ 教
授” 头衔的不搭调，竟在她身上聚
拢，也出乎人的惯性想象。

按常理说，“ 神话”崛起，质疑声
也会一窝蜂涌过来。猜疑话语的集
束，会笼罩在袁荃头上。你想想，依循
常识化联想，80后不破格，当教授的

概率有多大，何况还是高学历美女，
何况在化学领域卓有成就，这俨然是

“ 500万大奖砸在头上”的几率。按网
民“ 拔萝卜带泥”、按图索骥的风格，
舆论风声早朝着“ 官（ 权）二代”、潜
规则的方向，发酵去了。

可这次，为何没见质疑如潮？要
知道，若将情境置换，将袁荃换成某

“ 80后市长”，早就沸反盈天了，“ 他
爸是李刚”或“ 权色交易”的判断，
会充斥于公众耳际。在民众既爱“ 造
神”、又动辄喊“ 打倒”口号的氛围
里，袁荃何以幸免？

还 是 得 回 到 那 句 庸 常 道 理
上———猜疑止于公开。在校方网站
上，袁荃的简历清清楚楚，没有选择
性透明，更没捂盖子：留学海外名校，
勤于耕耘，硕果倍出，受到国际认可
等，没掺什么水分，没有浮夸之词，让
人信服。

袁荃的“ 真”，还表现在：她的身
份认知，不仅是个出类拔萃的教授，还
是个个性丰满的平常人。稚气尚存的
言语，不恋浮名的气场，都生出亲切感
来。“ 实力派靓女”的范儿，重塑公众
对教授“ 脸谱化”的印象，也满足了许
多人对佳话的向往———职称评选，不
必论资排辈；“ 年轻教授”，不复幻象。

质疑，或许只是件棉衣，当信任
的“ 气候”趋暖了，脱下来是必然的。

□梁江涛
2005年，中国女子长跑名将孙

英杰因向教练王德显讨要奖金一事
而轰动体坛，如今，她的丈夫汪成荣
又因为奖金惹上了麻烦。因汪成荣
所带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
奥会上获得3金1银，中残联奖励汪
成荣149.91万元。得知消息后，汪成
荣所在单位、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
队要求汪上交奖金由组织重新分
配，汪成荣不同意。2011年12月28
日，青海体工一大队给予汪成荣停
职处理。 （ 据《 新京报》）

汪成荣是否该独享这笔奖金，
似乎各有各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

事先单位并不知道汪成荣拿了多少
奖金，而中残联也只是在事后的一份
函件认定，汪成荣拿的149.91万元为

“ 教练员奖金”。试想，发奖一方如果
在事先就将奖项的设定、评奖的标
准、奖励的对象和奖金的分配等细节
以通知的形式公之于众，就不会出现
如今的争抢，也就不会将获奖本人和
所在单位都置于骑虎难下的尴尬境
地。奖一个教练员就超百万，此番奖
项的盘子到底有多大？中残联何以拿
不出一个详细的分配章法？

残奥百万奖金不能成为一笔糊
涂账，否则，突出贡献者会觉得委屈
窝囊，其他参与者会觉得不公平、不

阳光，挫伤体育界致力于残奥事业的
积极性。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厘清这
笔奖金的来龙去脉和真正的得主，中
残联必须积极回应，出面将奖金的事
说清楚，同时打开账本，让公众看个
明明白白。如果在这次奖励中确实存
在大头小尾只重奖教练员、忽略其所
在单位的贡献，应予以立即纠正。体
育界利益争夺的盛宴背后，其实是民
众公共财富再分配的博弈。要想在体
育赛事中消除奖金引发的纠葛，体育
主管部门应从制度源头上定下规矩，
要求每一个奖项的评比过程都必须
在阳光下操作，以减少类似纷争，防
范体坛腐败。

PM2.5，指数后续更值得期待

领导公开电话何须勉强

80后美女教授“ 证伪”了什么

□钟学城
2月29日下午，广州市水价调整

方案听证会召开，这是广州市依据
新颁布的《 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
证试行办法》第一次召开听证会，国
家机关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组
织的在职工作人员(含公务员、参照
公务员管理的人员、合同制雇员)不
能担任听证代表。

（ 据《 人民日报》）
公职人员回避听证会，看起来

是为显示公平，但从以往看，听证会
里或多或少都有公职人员听证代表
参加，但不管公职人员代表是赞成

还是反对，该涨的还是要涨，既定的
提价方案一点也不走样。以往“ 听证
会”总是“ 一人反对”成为普遍，并
非是公职人员参与的原因，而是：一
是程序上的不合理，如：按照有关规
定，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
加人总数的五分之二。而其余五分
之三是内定人员，这就从人数上为
涨价先行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听证
会即使全部听证代表不同意又能怎
样？二是事先提出的方案都是涨案，
无非涨多涨少的问题，不论哪种结
果，都是涨；三是请托参与，为了做
到万无一失，得到更多的赞同声，一

些地方还出现“ 价格听证专业户”，
如：成都四名“ 价格听证专业户”遭
曝光，对涨价投赞成票。其中一名老
妇，在随机抽签的情况下，7年里一
共参加过19次听证会。像此种作弊
行为，即使禁止公职人员参加又能
怎么样。

真正要做到听证会公平公正，
应该是从源头入手，在程序上、方案
上改革，涨价方成本公开，利润公
开，把涨价的原因说清楚，参与人员
不拘职业，不分对象，一视同仁，让
公众来议，真正听取公众的意见，而
不是简单的不让公职人员参与。

真公正未必需要回避

残奥奖金不能是笔糊涂账

李宏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