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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中人人都该是“ 逃生帝”
□耿银平

1月23日12时18分，在辽宁省辽
阳市灯塔市、沈阳市苏家屯区交界
发生5.1级地震，持续时间在20秒钟
左右。据微吧爆料，地震时一名沈阳
小伙用时1分钟，裹着被子从21楼跑
下，脚上还踩着拖鞋⋯⋯网友震惊
之余，封其雅号“ 逃生帝”。

（ 据《 长江日报》）
应激反应是潜意识的释放，速

度快正说明，这位小伙子平时已造
就了沉着稳定、急中生智的逃生和
避灾意识，懂得在地震来临的时候，
应在第一时间撤到空旷空间，以避
余震。在调侃“ 逃生帝”的同时，更
要记取这种快捷、准确、有效、准专

业化的逃生技能和灾难意识。
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

逃生技巧，在灾难降临的关键时候，
这个所谓的“ 小”技巧，却能创造出

“ 大”奇迹，甚至能成为救命的稻草。
有例为证，比如汶川大地震中，汶川
漩口中学初一的学生甘甜，在全班同
学六神无主时大叫不要慌，“ 躲到桌
子底下!”等摇晃稍微平静后，她又一
次发出指令大家赶紧离开!带领43名
同学成功逃生。再比如在去年的延安
包茂高速公路发生长途卧铺客车追
尾甲醇车引发爆炸的特大交通事故
中，36名乘客被烈焰吞噬，劫后余生
的王咸泽说，“ 还好我平时喜欢看救
生、逃生的电影、电视剧以及一些新

闻。”平时学到的求生技能，竟然挽
救了自己。所以，在风险社会，提高灾
难逃生意识，真的应成为一种毋庸置
疑的现代化素质。

2003年8月《 人民日报》就曾发
表《 遇天灾，你有几分自救能力？》
的文章，指出，“ 抗灾观念淡漠，抗灾
知识缺乏，以及不科学的生活方式，
是个人抵御灾害能力下降的要因”。
至今，将近10年时间过去了，我们的
防灾和灾难自救意识、应激素质以
及逃生技巧，并没有得到与时俱进
的提高，比如不少火灾中遇难的人，
不是被烧死的，而是消防知识欠缺、
窒息或被熏死的。面对火灾、地震灾
害，很多人仍然不知道第一时间应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不少地方政府
意识到应将国民公共灾难素质，纳
入重要的素质培训范围，可落实的
却还不够。

如果说灾难是一种不幸，但也
更是一种惊醒和警号。所以，我们应
多学学“ 逃生帝”的逃生素质、应激
心态等。各级政府应该通过各种逃
生教育，提升公众的灾难预防和逃
生意识；公民自身也要将灾难素养
当做必要的生存技能，尤其是重新
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人本精
神，提升生命敬畏感和珍惜意识，倡
导对科学、民主、昌明、理性和健康
生活的追求。为生活创造最大的安
全和幸福！

》短评快

》一吐为快

□刘楚汉
广东省台盟和省民建提交提

案，建议通过建集资房等方式解决
省直公务员住房问题，引起热议。有
人表示理解，称省直公务员收入明
显追不上房价；也有人认为不妥，表
示仅给公务员建集资房不公平。23
日晚，记者发现相关提案已从省政
协官网上撤下。

（ 据《 南方日报》）
“ 为公务员建集资房”提案一

经公开，就引来广泛争议。广东省政
协当天就将其从官网撤下，也是对
民意作出的及时回应。不过，这种应
对方式并不是太好。撤下之后怎么
办呢？对此提案不过再过问，还是正
常办理？提案提交了大会，从程序上
来讲就已经生效，不再过问不太可
能，必须依法按程序办理。从网站撤
下提案显然并不是撤销提案，那么
撤下有何意义？无非只是减少议论、
转移公众视线而已。

政协是个参政议政的平台，提
交什么样的提案，是政协委员的自
由。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任何一个
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认识也都必然
受到自己身份、地位，以及所处的社
会环境和阶层的影响，政协委员也
是如此。这也决定了每件提案都可
能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认识局限。
即如“ 为公务员建集资房”，可能有
悖社会公平，但其指出的年轻公务
员住房困难问题，当然也不必否认。
现代社会，普通人自由表达的权利
都应该努力维护，更何况政协委员
呢？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依然
要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

事实上，异口同声未必就是好
事，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争辩，才
能愈加让真理走向清晰。政协会员
来自社会不同行业、阶层，不可能要

求每位政协委员都一定代表草根的
声音。关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维护
本阶层的利益，是很正常的事情。每
位政协委员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
点，维护本阶层的利益，社会各阶层
的声音、需求才能都得到体现和反
映，这也正是要求政协委员来源广
泛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政协还是人大会议，近
年来都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这

是好事。一方面，通过会议代表委员
们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言
献策、参政议政，共同推动社会建设
与发展；另一方面，公众关注代表委
员们的讨论话题，对代表委员们的
议案提案再讨论、再争议，其实也是
二次“ 参政议政”，是民间声音通过

“ 两会” 向上间接传递的过程，“ 两
会” 的价值也因此而得到最大的延
伸和扩展。而把有争议的提案撤下

网站、隐藏起来，显然不利于实现这
个目标。

所以，对产生争议的提案，完全
不必撤下网站。有争议才会让代表
委员们更加了解民间声音，有争议
也才会让提案议案的内容更加科
学。代表委员本来就是代表人民群
众参政议政的，一定意义上来讲，不
怕代表委员们语出惊人，而最怕不
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陈国琴
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 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
始施行。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
修正案（ 八）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到2012年12月，各级人民法
院共新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
件仅152起，审结134起，对其中120
名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刑罚。

（ 据《 人民日报》）
这些年来，有关讨薪的“ 黑色

幽默”一直在轮番上演。跳楼讨薪、

裸体讨薪、卖身讨薪⋯⋯各种各样
的极端无奈之举，既反映出讨薪者
的无助，也衬托出欠薪单位或企业
的丑恶嘴脸。连日来，随着春节的
日渐临近，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不同
版本的“ 讨薪悲剧”，面对如此令
人痛心的现实问题，既给用工单位
或企业敲响了警钟，同时，更倒逼

“ 恶意欠薪入罪” 的法律能真正
“ 掷地有声”。

长期以来，尽管国家三令五申
强调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然而，总
有一些企业存在着恶意欠薪的问

题，这不仅暴露出相关企业诚信缺
失的现实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政府
相关部门监管工作不到位的情况。
而更令公众感到不可理喻的是，一
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发生，祸
根恰恰在于一些地方政府耍无赖，
长时间拖欠工程款、材料款等。

因此，要想营 造 和 谐 、诚 信 的
务工氛围，地方政府必须切实发挥
好表率作用，切莫沦为引发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 罪魁祸首”。此外，
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切莫让相关法
律沦为摆设。与“ 醉驾入刑”相

比，“ 恶意欠薪入刑” 在很大程度
上并未真正起到其应有的震慑力，
因此，尽管不少企业存在着恶意欠
薪的行为，但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法
律的制裁。

如今，司法部门精心对“ 恶意欠
薪入罪” 的量刑情况进行了进一步
的细化，旨在希望相关法律能够真
正成为呵护公众利益的“ 护身符”。
因此，亟待各级政府能本着营造优
化发展软环境的原则入手，真正让

“ 恶意欠薪入刑” 能不折不扣落到
实处。

提案有争议 不必撤下网站

“ 恶意欠薪入罪”能否终止“ 讨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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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 路障”
春运方能畅行

□樊曦
春运将至，旅客陆续踏上返乡旅

程。几十亿人次集中出行能否顺达，
公路是主力，要清除返乡途中的隐患
和“ 路障”，待考的是公路管理部门
的智慧和能力。

今年以来，雨雪刚过，雾霾又来，恶
劣天气会否阻断返乡路程？高速免费会
否重演去年“ 十一”大面积拥堵？超载
运客、疲劳驾驶，是否仍是威胁安全的
罪魁祸首？这些隐患、疑问就像横在路
上的“ 路障”，等待公路部门一一清除。

人们还记得2008年初春那场雨雪
冰冻灾害，仅京珠高速就滞留30万人。
有了那次教训，面对恶劣天气隐患，公
路部门应及早做好应急运输预案，对运
力投放、运输组织方案、应急保障措施
等统筹安排，做到遇事不乱，应对得当。

2012年“ 十一”，高速首次免费
通行，收费口变“ 停车场”。春运期
间，出行车次更多，公路部门须根据
春节期间出行规律和天气状况，早做
部署，并与公安等部门协作联动。另
外，在免除发卡放行的同时，还应根
据车流情况多开辟一些专用免费通
行通道、多竖立一些规范清晰的引导
标志，让车流通行井然有序。

每次大规模集中出行，总有一些
交通事故发生。春运期间公路每天将
要运输七八千万的旅客，保畅通的前
提是保安全。为此，公路部门须强化
监管，从客运公司这些源头把关，防
止驾驶员疲劳驾驶，严查超载运输、
带危险品上车等重大隐患。管理部门
清除掉这些“ 路障”，换来的才是大
家的幸福团聚。

公开公交IC卡
押金账目如此难？

□钟学城
“ 关于公开公交IC卡押金使用

情况的提案”已经是第七次提交了。
“ 每张卡20元钱，北京市公交IC卡押

金总额高达8亿元，这么多钱是如何
使用的，不能不给大家一个说 法
啊。”七年来，北京政协委员石向阳
每年都要提交这个提案，要求建立公
交IC卡押金专用账户，管理这笔押
金。 （ 据《 北京晚报》）

实行公交卡意在给乘客方便，对
公交运营者更有利，此种共赢的方式
本不该收取押金，最多也就是收卡的
成本费。即使是一定要收押金，也应
该给持卡者一个明细账，其利息是多
少，用于何处及时公布，可是多年来
公交卡押金不仅在一地，在多个城市
都成为一种秘密，不知其的去向。

按照相关法律用户在办卡之初
就已经与公交部门约定既成，押金是
用户交的，其利息是押金产生的，公
交公司只有暂时保管的义务，没有使
用的权利，理当按照押金存储时间，
定期将利息还给持卡人，可是到目前
为止，鲜见有公交公司将利息存入到
个人卡中，这些利息都哪去了？

长期不公布押金的流向，难免会
受到种种猜测，如果用在光明正大之
处，为何怕见阳光？公交卡押金像滚雪
球一样一年比一年大，公布公交卡账
目不是小事，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同时也关系到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公交卡押金说不清道不明，是对民意
的一种亵渎。因而，希望此次政协委员
的提案能有个了断，不应成为连续剧。

薛红伟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