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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式过马路”
有多少可喜？

□郭文斌
人民网针对“ 中国式过马路”发

表评论称，纽约人集体闯红灯现象也
非常普遍。评论称，“ 美国式过马路”
还不如中国式，美国行人我行我素，
连和他人“ 凑一起”的意识也没有。
热议闯红灯若能够提高国人交通意
识，无疑是好事。但没必要什么都与
素质联系在一起。

“ 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
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没想
到的是，“ 美国式过马路”还不如中国
式，连和他人“ 凑一起”的意识也没
有，这似乎表明“ 中国过马路”还不是
最烂的，这种比烂的心态其实很可怕。

其实，“ 闯红灯” 无论是何种原
因造成的，都是不对的，都是违犯法
律的，应该自觉抵制，不能因为美国
人闯红路，我们就可以闯红灯，或者
闯红灯了还可以沾沾自喜，至少比美
国人要好得多。“ 五十步笑百步”，都
是“ 闯”，谁比谁高明？

乱闯红灯不是件好事，我们都该自
觉做到不闯红灯，闯红灯其实是和自己
的生命开玩笑。据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违反交通信号是导致道路交
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其中固然有车辆闯
红灯肇事，但因行人违反交通信号造成
的事故也不在少数。鲜血淋漓的数字面
前，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警醒。

民心工程
莫让民众揪心

□张建
众所周知，民心工程旨在为民众

造福，而不是让民众揪心。然而，承载
着百姓“ 疏堵”期望的杭州地铁开通
9天内，就接连发生了3起漏水事件。
在引起舆论热议的同时，也让当地市
民感到很揪心，“ 杭州地铁安全吗”
的疑问不绝于耳。

毫无疑问，杭州地铁是一项民心
工程。追溯往昔，其建设可谓谋划久、
工程难度大，历尽波折和艰辛，尤其
是4年前还发生了湘湖地铁塌方事
故。对于目前出现的频繁漏水问题，
杭州地铁集团回应称系地下水位高、
消防水管开裂、沉降缝渗漏等原因导
致，不会对乘客安全和出行造成影
响。但是，这个刚刚让民众欢欣鼓舞
不久的民心工程，依然变成了一个让
民众担忧、质疑的工程。

为了缓解群众反映强烈的行路
难，停车难问题，各地城市从民生优
先的角度出发，克服困难，积极争取
资金推进地铁、立交桥等工程建设，
加速步入“ 地铁时代”。但因为“ 重
进度轻安全”而引发的“ 血泪事故”
也一再发生。地铁建设是土木工程中
风险最高的项目，建设与安全之间务
必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第
一，务必避免“ 大干快上”的政绩工
程、面子工程。

要做到民生工程不让民众揪心，
离不开科学的前期论证和规划设计，
离不开所有的施工单位、业主单位、
监理单位对工程建设运营每道关的
严控，离不开每道工序的认真组织实
施，离不开有关部门对于工程质量的
严格监管和评估，离不开全社会对于
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督。也只有这样，
民心工程质量才可能过硬，民心工程
也才真正能够赢得民心，而不会让民
众为之揪心。 据新华社电

□丁烨
11月29日上午11点，北京市规

划委约见了朝阳区星火站周边小区
的居民代表。北京市规划委的一位
周姓副主任和两位处长出面与居民
代表会谈，然而双方谈了一个小时
以后，北京市规划委并不能给他们
一个明确的答复，只是答应一个月
后再给答复。实际上，高铁线遭遇环
评不达标和周边居民反对的事情并
不少见，然而每次都以铁道部强势
而占上风。

（ 据中国网）
我国于1988年颁布了国家标准

GB 8702-88《 电 磁 辐 射 防 护 规
定》，该规定中防护限值的适用频
率范围为100kHz~300GHz。按照设
计要求，“ 铁路两侧30米内严禁新
建居民住宅、学校和医院等噪声敏
感建筑物；距铁路外轨中心线两侧
30米以外、200 米以内的区域内不
宜临路新建学校、医院、敬老院和
集中住宅区等噪声敏感建筑物。”
该规定直接限定了铁路线的建造
界限，也从侧面反映了近距离建造

铁路确实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而
环保部门对居民区周边所做的“ 环
境测评” 也正是基于此做出的，按
照正常程序，这份报告理应成为铁
路部门建造铁路线的重要参考依
据，然而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更
多的情况是“ 环评”管“ 环评”出，
铁路管铁路建，两者之间既看不到
实际的关联，也看不到现实的效
果，颇为令人费解。是“ 铁老大”的
强势在起作用，还是地方政府的利
益驱动，我们不得而知，但仅从程
序上来看，部分区段的铁路建设确
实存在无视法律法规和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弊端。

铁路建设本是国家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重大工程，它的初衷是
造福万民。但这件大实事若要获得
更多老百姓的认可，“ 铁老大”还需
放下架子，真正从造福万民的初衷
出发，善待每一个沿线居民的诉求。
细察维权居民的意见，不外乎铁路
线建造得与居民区太近、有辐射与
噪音之嫌等等事关切身利益的问
题。而这些问题本应是铁路线规划

前期环保部门与铁路部门须知晓的
信息，甚至须协商规避的情况，但现
实是要待到工程上马后由沿线居民
再来提出，这不仅是一个讽刺的流
程，也大大提高了整改的成本。其
间，谁在逃避责任，谁在藐视法律几
乎一目了然。

在朝阳区的这个例子中，有居
民反映所谓的先期征询意见只说高
铁的好处，却对弊端绝口不提，并用
礼品等利益诱导居民表示“ 支持”，
这种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先期调
查不如不做。但若能认真对待这些
诉求，“ 强势”如铁道部却不会缺少
能量来解决问题。环保部与铁道部
之间的“ 扯皮”，绝不能由谁“ 强
势”来定，绝不能拿“ 国家工程”来
做挡箭牌，更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
牲公众的健康。

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大进一步强
化了“ 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
思想的理论地位，而“ 以人为本”的
可持续发展正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
所在。“ 铁老大”们只有放下傲慢，
才能接上地气，体恤民生。

□李代祥
广东省纪委最新确认，正分别

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
和一个区试点，开展领导干部家庭
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这一
举动顺应民意，所体现的探索创新
价值值得充分肯定。

近年来，社会上呼吁，把推动领
导干部家庭财产公示作为反腐倡廉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声音同
时遇到一定阻力，最大的疑问就在
于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的公开，如何

与公民权利的保护相结合；领导干
部的财产应该公开什么项目、在什
么范围公开等，都是争论的焦点。

必须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
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
风险挑战更加复杂严峻，精神懈
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
等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党的
面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
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全面加强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
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为此，开展领导干
部家庭财产公示试点，无疑是顺应
社会民意，提高领导干部家庭财产
公开透明，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的重要举措。

也要看到，广东拟在粤北和
珠三角地区两地选择县区进行试
点，在公示范围的确定、如何确保
官员“ 如实填报”等方面，还看不
到更为详备的配套措施。但作为
一项探索和创新，需要社会给予
足够的耐心和宽容，也需要社会的

广泛参与。
推进改革离不开那些首吃螃蟹

的探索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积极探索、大
胆求新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大胆创
新、大胆尝试，允许有失误和不足。
今天，财务公开已经成为不少地方
的准则，人们不会忘记四川巴中白
庙乡等地的财务“ 全裸”努力。我们
相信多年以后，人们同样会对如今
广东的试点充满敬意。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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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华华
“ 风景名胜区的长远发展目标

是门票免费，回归公益性，这是政府
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风景名胜
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如生在此间
举行的《 中国风景名胜区事业发展
公报》新闻发布会上说。

（ 据新华网）
近年随着“ 黄金周”制度的推

行，旅游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旅游出
行已成为一大消费热点。然而，动辄
几十元上百元的景区门票，也越来
越令人诟病不已。如今，主管部门提
出风景名胜区“ 门票免费”的长远
目标，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应当指
出的是，真想把这件好事扎扎实实
办下去，除了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
力之外，更多的还须探寻市场之道。

很现实的问题是，风景名胜区
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才能保证正常
的维护和运营，乃至进一步的保护性
开发。假如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的财政
支撑，恐怕对于大多数仍将受限于

“ 吃饭财政”的地方来说，都几乎是
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最
终只能还是借助“ 市场之手” 的力
量，才有可能实现“ 门票免费”的长
远目标。其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发
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把市场力量与
公益责任进行有机对接，而不是简单
粗暴的“ 市场化”了之。

在这方面，杭州西湖是国内迄
今最为理想的案例之一。众所周知，
西湖景区的主体是免费对外开放，
由当地政府负责日常的维护运营，
其所需资金则来源于西湖景区带动
周边各类服务业所产生的税收，这
早已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成熟模式。
应当意识到，“ 西湖模式”成功的关
键，恰恰在于当地政府正确地运用
了市场规律，实现了良性循环。

当然，“ 西湖模式”的成功也有
其特定的地理环境等因素，并不能
简单复制。最重要的是，我们从“ 西
湖模式”中能看出，假如地方政府做
出正确决策，还是有可能更好地运
用市场规律。比较而言，国内一些仅
仅依靠高票价维系的风景名胜区，
或者是一味地强化地方政府的主
导，或者是把景区承包给某个私人
老板了之，并没有真正运用好市场
规律，未能在更深层次上发挥市场
主体的积极性。

其实，无论是旅游产业内部的经
验，还是近年软件、互联网等高科技
产业的经验，“ 免费” 策略运用得当
的话，完全可以实现比“ 收费”更高
的收益。具体到风景名胜区来说，在

“ 免费门票”与地方收入、公益性之
间，一定还有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放弃一些小利，尤其是放弃一些个人
和部门的私利，才能真正拥有“ 免费
的智慧”，并最终创造“ 多赢”奇迹。

杜绝“ 强势”左右百姓利益

“ 门票免费”还须
探寻市场之道

极具私密性的银行卡竟被当成商品公开买卖。一张普通借记卡只需200元-500元，各种银行卡应有尽有，甚至
还提供真实身份证⋯⋯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银行卡销售充斥网络，并形成收购、开办、销售、使用“ 灰色产业
链”，为诈骗、洗钱、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非法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