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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理PM2.5戒烟 触动了治理“ 盲区”

》短评快

□华泊瑄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说，我们的环

保工作涉及的部门很多，许多职能出
现交叉重叠。“ 水里和陆地的不是一
个部门管，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不是
一个部门管。”“ 我听说世界上有四
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
之一。”

（ 据新华社）
应该说，“ 环保部很尴尬” 其实

也是一种善意批评，但中国文字博大
精深，批评者所言的“ 尴尬”，在被批
评者看来，则似乎是“ 我们地位尴
尬”、“ 我们权力行使很尴尬”。

其实，“ 四大尴尬” 并非什么新
词语，早在2007年，《 小康》杂志采访
报道周生贤，文中就提到“ 部门对自
身职能履行上的尴尬。” 没想到，6年
之后，环保部一如既往地还在“ 尴
尬”之中。在笔者看来，环保部门更应
该看到环保的尴尬现状，不必过分强
调“ 地位尴尬”等等客观原因。

环保“ 地位尴尬”其实是个伪
问题。诚然，在目前的一些职能部门
中，环保部地位确实不高，话语权力
也不够强势，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
因，却有必要分析。从政策层面来
看，很多城市都将环保纳入党政一
把手的考核内容之中，从程序方面
来看，重大工程都要进行环评，环评
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由此可见，制
度 给 予 环 保 部 门 的 地 位 其 实 相 当
高，权力也相当大。然而，环保部为
何仍然“ 地位尴尬”？一方面，确实
存在地方领导不重视环保的情况，

但更关键的，恐怕还是环保部门没
有据理力争。打铁还需自身硬，环保
部门自身不敢硬、不想硬，却又拿

“ 地位尴尬”作为环保不力的借口，
以这种态度，恐怕难以形成全社会
都重视环保的氛围。

部门的地位，主要是靠实际行动
争取来的，一个部门，哪怕权力再微
弱，只要乐于为百姓办事，勇于按规
矩办事，那么，百姓都会向这样的部
门投去敬仰的目光，这就是说，部门
的地位并不取决于权大权小，而取决
于是否用好了权力。目前，环保和地
方经济保护存在冲突，在冲突之中，
落败的往往是环保部门，看起来，问
题似乎是出在环保部门的权力没有
地方一把手的权力大，但是，环保部
门是否做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呢？

“ 尴尬”一词的反义词是“ 从容”，毋
庸讳言，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在面对
冲突时，采取的是“ 从容配合”的态
度：配合地方政府出台虚假环评报
告、对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把 环 保 检 查 当 成 收 费 牟 利 的 手 段
⋯⋯如此这般，今日之环保“ 尴尬”，
也就成了必然。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经说，“ 开
着宝马喝污水是对现代化的讽刺”，
这话说得太对了，然而，环保部门手
握重权却仍然觉得地位尴尬，何尝不
是对环保的一种讽刺？环保工作其实
没那么复杂，只要环保部门敢于顶住
权力干预，在环保领域，权力生态必
然会从失衡走向均衡。埋怨地位尴
尬，不如反思自身。

□毕晓哲
7月9日上午，沧州市运河区召开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暨大气染污
综合防治、农村面貌改造提升专项行
动动员大会，该区多名“ 烟民干部”
通过会场大屏幕公开承诺戒烟，要从
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为大气
染污综合防治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 据《 燕赵都市报》）
对于当地召开的“ 干部当场承诺

戒烟”的宣传动员大会，部分人群是
以“ 喜感”的心态看待和评价的。有
人认为，个体戒烟对于PM2.5污染能
起到多大作用？个人“ 浑身是铁又能
打几根钉”？其二，有人认为这样的

“ 戒烟宣示” 不过是又一次作秀。还
有人对于戒烟与减少PM2.5之间完全
不理解乃至嗤之以鼻。

出现这种不理解、不支持的现
状，与公众习惯或宣传上的不到位有
关。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呈加剧趋

势，“ PM2.5” 才逐步让公众认识，但
对于真正的形成原因部分人群并不
完全知悉。

有资料显示，由日本癌症学会等
18个学会组成的“ 推进禁烟学术网
络”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吸烟产
生 的 烟 雾 中 含 有 大 量 细 颗 粒 物

（ PM2.5），严重污染可吸烟场所的室
内空气，咖啡馆吸烟区已超过严重污
染的程度。所以，吸烟与空气中的
PM2.5含量确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
系，为什么长期以来将此“ 联系”忽
略掉了，与政府有关方面和科研机构
宣传不够有关，更与多年来治理空气
污染时对“ 室内空气（ 吸烟）”治理
上的盲区有关。

近年来，治理者和社会公众更多
的关注于“ 室外”污染，如工厂排污、
建筑工地扬尘、汽车尾气，而对于吸烟
危害的重视和整治则是步履蹒跚。我
国早在几年前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履行相关义
务并不到位。现实生活中烟民戒烟难，
现实中的政府“ 禁烟难”现状，以及多
年来公众对于“ 吸烟者和吸烟行为”
的宽容等等，都无形中让“ 吸烟”这一
事实上的巨大空气污染源被淡化了、
隐蔽化和弱化了。因此，出现一些地方
在探索性的实践“ 公务人员带头戒
烟”、“ 召开大会宣传戒烟”时，部分人
群不理解、不支持，就有了必然性。

在笔者看来，沧州市运河区组织
的“ 烟民干部”，一些官员“ 老烟枪”们
公开承诺戒烟大会，其巨大的和首要的
价值在于扭转部分人群对“ 吸烟与
PM2.5污染无关系”的误区；其二，在于
郑重提醒上级有关方面，应该真正抓好
和落实公共场所“ 禁烟令”，从维护公
众健康、环境健康的角度，关注“ 吸
烟”和关注“ 吸烟相关联的PM2.5”。
沧州市相关部门公开以“ 戒烟”方式
向“ PM2.5”宣战，开了时代先河。

□丁烨
坊间曾有一句戏言：西方人开车

的时候，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当西
方人又开始骑自行车的时候，中国人
却开始开车了！作为全球汽车消费最
火爆最具潜质的市场，中国大中城市
的汽车保有量已让世界侧目。日前传
出消息，天津、深圳、杭州、成都等地
方政府或将采取车辆限购政策来治
理城市交通与空气污染，对此，昨天
中汽协义正言辞地表示“ 反对”。

汽车尾气是目前可知的城市空
气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但是不是可
以就此进行“ 一刀切”，采取车辆“ 限
购”，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其
中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在于公民享有
的正当消费权遭到侵犯。对于尚未拥
有私家车的市民来说，他却要为早已
购车的“ 前人”们“ 可能”对拥堵与
环境造成的影响埋单，显然不公。更
不用说这种“ 可能”，也仅仅是一种
可能。机动车保有量是不是绝对会造
成城市交通拥堵，在国际社会尚未得
到有力的论证。觉得路上奔驰的汽车
太多，遂欲采取“ 限购”，绝对是“ 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昏招，没有触及
到问题的根本，却伤害到了普通公民
的正当权益，实不可取。

那么，究竟是不是因为路上奔
驰的汽车太多，交通就堵了，空气就
差了？有这个原因，但也仅是其中一
个原因。在研究这个问题的同时，国
家相关部门须从源头上厘清思路。
首先，近几年机动车保有量大增，人
们的生活水平固然提高了，更有一
个原因在于市中心高昂的房价将许

多人逼到了城市的近郊生活。早晚
高峰时期犹如“ 沙丁鱼罐头”的地
铁等公共交通，让一部分人望而却
步，遂购车出行。在油价同样不菲的
今天，如此的用车成本，也是无奈之
举。在这个层面，建设好城市公共交
通路网系统，比限制老百姓购车可
能更有意义。第二，目前道路上的车
辆虽多，但国家并没有明确数据显
示私家车保有量为“ 最高”。根据大
众的生活经验，富人家庭，一人一
车，普通家庭，全家一车，“ 限购”对
于不同的人群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
意义，纯粹的“ 一刀切”，对真正应
该有所“ 限制”的人群几乎没有影
响，而对于那些急切需要方便出行
的普通民众而言却是噩梦。只要看
看北京机动车摇号政策颁布之后，
那些两三年都摇不到一个号的市民
焦虑而绝望的眼神便知。第三，国家
必须有完善的针对不同车型、不同
能耗的“ 限制”政策。对于大排量、
高油耗的车辆，无论人群、职务、社
会背景，都一视同仁加大缴税与养
车成本，使之符合社会责任与义务
对等的原则。

事实上，从大力健全城市公共交
通路网体系，到用更公平翔实的政策
来完善机动车车辆管理，从优化机动
车能源配置，到完善城市道路的规
划，政府除了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

“ 限购”办法，显然可以做得更好。凌
厉的“ 限购”政策虽可在短时期内产
生一定效果（ 效果可能还不佳），但
这种治标不治本，同时又涉嫌侵权的
举措却须慎之又慎。

□郭元鹏
7月8日晚，邢台沙河下起了暴

雨。一辆轿车在通过沙河南环一处地
下桥时被淹没，待消防官兵将其救上
来时，车上的三人已经罹难。沙河南
环地道桥，当时水深有4米，差2米到
桥顶。 （ 据《 燕赵都市报》）

眼下是暴雨季节，而且当地正下
着暴雨，也就是说，有关部门要做的
事情不仅仅是提醒市民出行别忘了
带雨伞，最该做的事情则是，把所有
的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出事地

下桥每年都要遭遇雨季的侵扰，即使
无法提高排水能力，在暴雨时做出积
水预警总是应该能做到的。可以在地
下桥的两端设立警示牌告知雨天谨
慎通行，在非常时期可以关闭路线。
遗憾的是，不该离去的生命还是离去
了，这就是有关部门的不作为造成
的。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多年的断
头路因为没有设置引导牌而让一个
个生命开往了阴间，一个个断头桥因
为没人关闭让不知情者走向了地府。

我们可以仔细想想这样的现象

该发生吗？只要有关部门稍微注意一
下，稍微有一点点责任心，就不会发
生。而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最严
重的处理结果，也仅仅是政府出钱买
单。

雨季又来了，各地掉入窨井淹死
的，掉入桥下丧命的事件也多了起
来！希望有关部门都能举一反三，组
织专家学者分析一下桥梁、道路、地
下桥、主要道路、道路窨井可能出现
的危险通行地段，绘制一张危险道路
导引图，让悲剧不再发生。

暴雨季节需要“ 出行危险路线图”

《 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
排》已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要求各
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大力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包括推进行政审批信息公开、推进财
政预算决算和“ 三公”经费公开、推进
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推进食品药品
安全信息公开、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
开、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公开、推进价格
和收费信息公开、推进征地拆迁信息
公开、推动以教育为重点的公共企事
业单位信息公开等。

新华社 图

》一吐为快

以“ 限购”治理拥堵 须慎之又慎

环保部门不应过分强调地位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