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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阵痛需“自我疗伤

”

●宜士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发展阵
痛期，中国最年轻的地级市——海
东市显然也不能例外，所区别的
是，因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不同，海
东市的阵痛期可能会有所减弱或
缩短——当然，这需要及时的“自
我疗伤”
。
世界大都市伦敦，在 1952 年
的 12 月初却被死亡笼罩，由于逆
温层作用及连续数日无风,煤炭燃
烧产生的多种气体与污染物在伦
敦上空蓄积,12 月 5 日开始，城市
连续四天被浓雾笼罩，能见度极
低，司机甚至需要人坐在引擎盖上
指引才能开车。四天的浓雾造成
1.2 万人死亡，这是和平时期伦敦
遭受的最大灾难。这一事件直接
推动了 1956 年《英国洁净空气法
案》的通过,英国政府通过推动家
庭转向天然气等取暖、从大城市迁
出火电厂、限制私家车、发展公共

该怎样解救被虐待的“阳台男孩”
●才让多吉
在《儿童福利法》进入立法程序的情况下，要将
“阳台男孩”们从家暴噩梦中解救，还须民间组织及
早介入，
构筑以社区为单位的保护平台。
日前，
媒体以《
“阳台男孩”
的家暴噩梦》为题，
报
道了成都 14 岁“熊孩子”阳阳的境遇：8 小时被父亲
殴打 17 次，后妈也连扇他耳光。他四季都住在比
“宠物窝”
还差的阳台，
只有一草席。一年前，
他辍学
后，
就再也没出过家门。
据了解，
当地警方、
妇联都已介入。妇联工作人
员主要在讨论孩子做错事与父亲该不该打孩子，且
要求孩子也要检讨自己错误。这结果让我很痛心，在父母虐待
孩子既定事实摆明的情况下，
还去强调孩子的错误，
委实有些荒
诞。试想，若孩子能吃饱，又何至于偷香肠吃？事实上，就算孩
子
“熊”
了点，
家长也无权让孩子置于近乎猪狗不如的生存境地。
“阳台男孩”
的悲惨境遇，
其实具有代表性。在中国，
家庭暴
力频发，就因很多人认为打孩子是家务事，而不知《联合国儿童
权益公约》规定，
处理儿童问题，
必须坚持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
大家也许还记得美国电影《刮痧》：
因孩子身上刮痧的瘀痕，
被学
校看成是遭到家暴的证据，
从学校、
社工、
公益组织、
警察乃至法
庭，
整个儿童保护系统马上就运行起来。
那么，又该怎样将“阳台男孩”从家暴噩梦中解救出来？要
看到，今天虽然《刑法》规定有“虐待罪”，却是自诉罪，孩子不起
诉，
司法机关一般不会介入。尴尬的是未成年的孩子，
又如何能
意识到自己遭到了虐待，更不要说举证。就像那些被性侵的幼
女，
拿了
“坏叔叔”
的钱或者糖果，
她哪里知道自己被
“强奸”
。
改变这种状况首先须改变的是法律，
好在今年两会《儿童福利
法》已进入立法程序。虽然立法需要时间，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和社
会无法保护孩子。譬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京感恩公益基金
会正在农村和城市，
通过公益项目的形式，
在社区探索和建设儿童
权益保护平台。他们建设社区儿童服务中心，
展开儿童活动，
观察
儿童权益是否受到侵害，
他们通过社区志愿者设立儿童安全主任，
倡导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
预防儿童权益侵害事件发生、
干预和援
助。
推动儿童福利立法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儿童权益，只有
社会各方达成共识，才能让未来的法律在执行的时候更加顺
畅。只有民间组织的事先介入、提出要求，政府才能不断调整，
增加儿童权益保护的公共服务，才会让通过的法律有良好的执
行的基础，
儿童保护才不会落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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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立节能写字楼、提高现有
建筑能源利用率、利用新能源等方
式，经过近三十年努力，才甩掉了
“雾都”
的帽子。
再看看 1943 年的洛杉矶，当
年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成了世
界有名的公害事件之一。进入
1952 年 12 月，洛杉矶的又一次光
化学烟雾事件中，65 岁以上的老
人死亡 400 多人。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洛杉矶市还被称为“美国的
烟雾城”
。
这都是发展中的阵痛。在如
今的海东市，不管你承认或者不承
认，这种阵痛也在出现。不过，时
过境迁，加上科技的力量，我们对
一些阵痛进行了及时的“自我疗
伤”，比如面对大气污染，不仅仅推
出了治理方案，在实际操作中还运
用了各种科技手段，取得了明显成
效。

当然，
“自我疗伤”需要自觉而
为，不要等到群众反映强烈了再去
管，要做到未雨绸缪。在这一点
上，一些区县显然没有跟上市委、
市政府的脚步，就拿环保来说，市
上一再强调，可一些区县在饮用水
保护、农村环境、城市环境治理上
却差强人意，做不到自觉“修为”，
事后
“修补”
也拖拖沓沓。
因为“最年轻”，所以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是肯定的，但我们应
该有一个态度，即敢于承认这些落
后，勇于听取群众或媒体的刺耳声
音，然后进行“自我疗伤”，只有这
样，新海东的发展进程才能缩到最
短。

海东漫话

亲民秀遭质疑是因水平不高

这 段 时 间 ， 关键还是“亲民秀”水平的高
各地官员纷纷上
低。
演“ 亲 民 秀 ”，渐
什么样的“亲民秀”才有
成“无法阻挡”之
解释力、说服力，不容易招质
势。
疑 ？ 这 是 所 有 想“ 秀 ”而 未
人们印象中不苟言笑的 “秀”的官员都应认真思考的
大小官员走出深墙大院和文
问题。
山会海，在街头田间、公交地
首先，
“招数”要新。反观
铁上与民众零距离接触，本是
官民互动的良好表征。但有
些“亲民秀”却被舆论会错了
意。比如 2 月 8 日《宁夏日报》
头版一则官员扫雪的图文消
息引发争议，网友望图生义，
称从照片看，
“ 五个人五个推
铲，两个战士的推铲均在三位
领导后面，特别是中间书记的
推铲是被战士推着走的”。
这一“发现”迅速引来许
多网友围观，以至宁夏电视台
随后拿出相关领导单独铲雪
的镜头，以澄清疑问。
“看图说
话”式质疑，固然轻率而不够
严谨，但无论如何，需要辟谣
现在，
“清扫街道”是最常用的
的“亲民秀”从效果上已经失
亲民招数，
其次是“挤公交”、
败了。而类似的“无故”招疑，
“挤地铁”
。同样的动作，
换了
近期不少“亲民秀”中都曾出
地方、
换了人物，
在神州大地
现，比如去年底郑州电视台记
上轮番上演，而有关报道的口
者报道“地铁偶遇书记”，偶遇
气、语调又那么相仿，人们自
被质疑是安排，当地官方和当
然会疑其“跟风凑热闹”，而没
事记者都被迫回应“没有任何
有代入感就会“出戏”，于是吐
虚假成分”
。
槽挑刺。
“亲民秀”属于一种公众
选择亲民动作，忌讳千篇
公关，当然要给公众留下美好
一律，但也忌讳盲目求新，要
印象，所以每一场“秀”肯定都
防止为了“亲民”而“亲民”。
是有意为之。搞“亲民秀”本
那要如何抉择呢？关键要从
身无可厚非。而有的“秀”收
获好评，有的“秀”却遭质疑， 实际出发，要看本地民众真正
关心什么问题，再选择一个巧

妙的角度切入进去。比如去
年网上兴起“请环保局长下河
游泳”时，如果真有环保局长
跳下被拍照曝光的污染河流，
哪怕只游五米，也不会有人怀
疑他的治理决心与诚意。
很多时候，最关键的当然
还是坚持。坚持甚至能让臭

招变鲜，坐一次地铁被质疑，
但如果每一天都坐地铁，或者
打个折扣，每周都有固定两天
坐地铁，公众的质疑自然会转
变为钦佩。
人人都可以“评一句”的
时代，
“亲民”是一项高难度的
技术活，官员如果想做“亲民
秀”，就要预想到公众的挑剔
目光，更要忌讳在媒体上公然
使用“通讯员”拍摄的照片，而
展现诚意是打通一切关隘的
钥匙。知乎此，才不会觉得那
些质疑声是找茬，才能有更高
质量的
“亲民秀”
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