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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烨
昨天，中国官方的慈善部门又

一次演绎了荒诞剧情。知名网络举
报人周筱赟微博举报，中华少年儿
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1年的账目
上，一项“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
关的现金”金额为48.4亿元，远远高
于当年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8000多
万元，因此怀疑基金会可能存在洗
钱行为。10日晚，中华儿慈会发文澄
清，财务人员的重大失误将账目中
一项本应为4.75亿元的金额，写成
了47.5亿元，实属“ 小数点差错”。

（ 据《 新京报》）
如果为这次中华儿慈会的“ 重

大失误”找一个形容词，它可能是史上
最值钱的“ 小数点”。因这个小数点的
差错，中华儿慈会2011年财务报表中

的“ 银行短期理财”这一项，将4.75亿
元写成了47.5亿元，致使2011年度基
金会《 现金流量表》中的“ 支付的其
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达到年报
上刊出的错误数字，即4766273045.02
元。这样一差错，就差了将近40个
亿，被网友诟病也在情理之中。

这其中有两个问题有待厘清。
其一，这笔近48亿的巨款，是不是一
个“ 小数点”错误所导致的。其二，
这个严重的错误究竟是如何发生
的？第一个问题牵涉到本次风波的
本质，而第二个问题却涉及儿慈会
财务审核的流程是否规范。这两个
问题事关儿慈会的社会公信力，因
此要回应这两个问题，绝不能像儿
慈会这样，用寥寥数笔的澄清文交
待了事，必须要提供相应的银行转

账单据以及所有与之有关数据来
源、操作流程、经办人员以及其他可
能与此错误相关的所有环节的操作
明细。对于儿慈会这样的机构来说，
彻底公布资金动向本就是分内之
事，更何况如今出现如此“ 重大的错
误”，虚心实意地接受社会的公开监
督更是责无旁贷。

应当看到，如今的中国官方慈
善机构是真正进入到了“ 严冬”。从
郭美美事件开始，看似单体的事件，
却一环扣一环，演绎成了中国慈善
的一幕幕丑剧，侮辱着一颗又一颗
捐助的爱心。慈善机构如是的“ 病来
如山倒”并非一蹴而就，也远非一个

“ 郭美美”所能一击击破，实则滥觞
于长期缺乏自律自净机制，又缺乏
社会公开监督的弊端。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本次不由
举报人公开举报，儿慈会的这次“ 重
大错误”是会就此不了了之，神不知
鬼不觉，还是会向社会通报并作出
自我反省？根据历史经验，前者的可
能性似乎更大些。

“ 小数点”错误的荒诞剧情已
演成，但对于儿慈会来说，轻描淡写
地“ 澄清”之后，更重要的工作却刚
刚开始。如果儿慈会拥有危机公关
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在本次事件中，
它更应从善如流，接纳普通大众与
爱心人士的广泛建议，并对相关人
士做出严厉处罚，向社会做出交待。
在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的今日，
尽管自证清白需要费些周折，然而
相较于名誉尽损，这一番周折却是
无法回避的必经之途。

》青年时评 投稿信箱：qnbtgb@vip.sina.com

》短评快

》一吐为快

40亿豪华办公楼的
瑜瑕之辩
□钱兆成

位于济南经十东路的济南龙奥
大厦，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造价40
亿，里面走廊周长为1公里，有40多
部电梯，光电话和电脑信息点插座就
有45000个。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
单体建筑，世界第一大单体建筑为美
国五角大楼。济南龙奥大厦是全国最
大的政府大楼，主要为济南市政府及
各个职能部门的办公场所，亦是十一
届全运会的指挥中心和新闻中心，现
为济南市委市政府驻地。

（ 据《 人民网》）
网络 上 关 于 豪 华 的 政 府 办 公

大楼的议论颇多，几乎清一色都是
批评和谴责。网民对于豪华政府办
公楼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政府盖
楼，百姓出钱，这样的大项目，纳税
人是否事先知情？是否经过严格审
批？在信息不公开、信息不对称的
情况下，民众的议论和批评自然是
少不了的。

不过笔者也有不同观点，济南龙
奥大厦看看第一个功能是十一届全
运会指挥中心，第二个功能才是政府
建筑。二合一用的思路上讲值得嘉
许，毕竟单一的体育设施假设则面临
着很大资源再利用问题。

不过瑜不掩瑕的是，新闻的标
题是济南政府大楼造价40亿，大小
仅次于五角大楼。有一位记者曾拍
了七十多张政府大楼照片，北到呼
和浩特、南到深圳、东到上海、西到
张掖，不过这是多年前的事情。美国
衙门从大到小有一个过程，而我们
的自然也有一个过程，这40亿的投
入自然能够带来诸多好处，但如果
让老百姓来决定，将这40亿来投入
民生，效果是不是更好呢？但愿这个
过程不要太久。

给生命让条道
不能靠自觉

□罗瑞明
北京市拟为急救立法，拟规定，

如急救车正在紧急救援、转运危重症
患者，应享有道路通行优先权，社会
车辆故意拒不让行的将受到处罚；造
成严重后果的，如病患死亡，还将被
追究法律责任。

（ 据人民网）
120急救车是救护病人的特殊车

辆，可在现实中却屡屡受阻，比如3公
里的路走了40分钟的悲剧。车辆增
多，道路拥挤是一个方面，而对急救
车的鸣笛声充耳不闻，拒不让道也是
重要原因。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53条规定：警车、消防
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
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
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
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可是
从现有的情况看，即使是不让，也鲜
见有哪个受到处理。

给急救车光靠自觉还远远不够，
还得借助于法律的威力，此方面国外
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不同情
况，因而在《 交通安全法》的框架下，
应有具体的贯彻细则，与生命的重要
相比，即使是严一些也不为过，而更
重要的是抓落实，不放过任何阻道的
行为。

□柯锐
在北京市回龙观地区办事处，

问及如何办理准生证，工作人员对
着电脑爱理不理地回答咨询者的问
题。问她关于国家计生委“ 通知”的
事，她说，“ 你是看新闻看到的，那是
新闻，要到我们这儿，那就得等。”北
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城南街道
办、回龙观地区办事处计生办的工
作人员对通知中所涉及的有关问
题，均回答“ 不清楚，去问我们的上
级部门”。

（ 据《 人民日报》）
“ 那是新闻，要到我们这儿，那

就得等。”这句话，可谓是许多地方
特别是基层单位工作作风的真实写
照。新闻讲究快捷，而在这些办事人
员的眼中，他们追求的是“ 慢三
拍”，有时，为了显示其权力的存在
感，还要故意拖一拖、卡一卡。“ 那就
得等”的话语，除了显示出官僚主义
和庸懒散的工作作风外，还源于逐
级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行政体
制机制。而这种体制，也是准生证难
办、政府部门“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 等疑难杂症的根本原因和生存
土壤。

有“ 那就得等”习惯思维的，绝
非只有计生部门。实际上，对中央一
些惠民文件拖拖拉拉、迟迟不落实
的地方和部门，大有人在。例如本
来在今年5月1日就开始实施的《 陕
西省老年人优待服务办法》 中规
定，65岁以上老人可免费进入旅游
景点，而直到10月9日，西安大慈恩
寺景区才开始执行这一决定。媒体

记者调查还发现，在正常情况下，
一份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普发性文
件，从下发到传递到基层，最少也
需要70天左右才能传到。如此蜗牛
般的公文传达速度，难怪有人感
叹，即使在交通落后的古代，驿马
传书也要比这个速度要快。显然，
影响这个速度的，绝非传递工具等
客观因素，而是公务人员的观念和
效率等主观因素。

“ 那就得等”之类的话语，暴露

了两个深层次问题。一是，某些地方
政府和部门唯利是图，有利益就快
上，“ 无利不起早”。例如有的掌握
公共产品的垄断国有企业，对涨价
的消息发布积极性极高，而对降价
信息则能拖一天是一天，因为执行
了政策自己的利益会减少。如果问
题不反映出来，就顶着不办；等舆论
曝光了，领导来追查了，再心有不甘
地执行。二是，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还不够。从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的

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
势。然而，由于改革的力度不够，一
些部门迟迟不愿对权力放手，缺乏
公共服务的意识，政府职能的转变
迟迟难以落实。

法律法规也好，政策也好，公布
了就应当执行，而不应该再等另外
发文再确定、再执行。基层单位不能
以没接到文件为由就不执行政策。
否则，不但会影响自身的形象，也损
害了上级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城市需要什么样的“ 面子”

“ 那就得等”揭示服务还在路上

李宏宇 绘

□白靖利
近年来，各地竞相上马形象工

程，先有苏州的“ 秋裤楼”，再到抚
顺的“ 生命之环”，而在武汉等城
市，豪华公厕也成为城市的“ 面
子”。与此同时，有城市围住绿化带

“ 石凳”不让旅客休息，有城市曝出
流浪人员冻病而死在桥下。我们不
禁要问，城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面
子”？

无须讳言，作为软实力的重要
部分，城市形象很重要，外可提升美
誉度，内能加强认同度。正是意识到
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注
意并重视城市形象，轻则花重金打

造城市宣传片，重则大力推出各种
“ 地标”，将城市的“ 面子”打造得

光鲜漂亮。武汉豪华公厕大抵也是
出于这种心理。

然而，当我们的城市在繁华程
度上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国际大都
市时，城市内核的“ 里子”却相形见
绌。无论是暴雨之下呈现的“ 海景”
尴尬，还是上下班高峰交通拥堵的
烦恼，抑或是农民工孩子上学难就
医难等问题，都大大抵消了重金打
造的“ 面子”。

城市应该有真正的“ 面子”：干
净整洁的街道、井然有序的秩序、文
明向上的市民、舒适安全的服务设

施，都是城市最好的名片。当一座城
市只有“ 地标”而无“ 地气”，有喧
嚣的热度而无关怀的温度时，城市
的主人难以产生归属感，城市的“ 面
子”更无从谈起。

城市的“ 面子”需要特色更应
务实。诚然，公厕确实是城市的名
片，但是人们更在意的是公厕的数
量和服务而非豪华程度。我国尚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未达到富
足的地步。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

“ 面子”工程花钱多了，教育、医疗
等“ 里子”项目的资金必然减少。当
还有许多群众为上学看病而发愁的
时候，豪华公厕就显得尤为不合时

宜了。诸多景观建筑之所以饱受争
议，原因就在于违反了务实原则，忽
视了民意诉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多谋
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
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与其把心思放在努力打造各种“ 地
标”甚至建造“ 遮羞墙”上，远不如
沉下心来做好“ 里子”工程。人民的
生活越幸福，城市就越有面子，这也
是“ 实干兴邦”的应有之义吧。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