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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题：
公交一体化

近年来，富阳市民要求加快推进公交融杭和全区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10月底，杭州市富阳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将承担起富阳所有公交线路的营运；明年6
月前，完成民营农村客运班线收购，实现国有化……公交一体化越来越近了。下期邀你围绕这一主题，说故事、谈感受、提建议。截稿时间原则上为12月6日。

■评论必须是原创。一经使用，稿费从优。投稿地址：QQ（12062980），邮箱（12062980@qq.com），微信（sxy13968193919）。投稿时请注明姓名、联系方式、地址。

遏制路面污染
先从政府工程开刀

□何一

记得 3 年前去桐洲岛，怀着探访
“世外桃源”的心情，却被蒋大线搞得
“灰头土脸”。但凡开过一辆工程车，
身后总会扬起一阵“尘雾”。偏偏这
条路上工程车还特别多，原本沿途是
一派田园风光，结果欣赏不得，严重
影响游玩的心情。

现在，通往桐洲岛的道路环境在
新桐乡的大力整治下已经大为改观。

举这个例子，想说明道路运输环
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的出行体验，
影响区域环境品质，影响城市对外形
象。

试想，当一辆辆工程车带着满身

污泥从工地开出，从砂场开出，从矿
山开出，一路抛洒滴漏，所经之处留
下长长的污染带，再经过其他车辆碾
压，继续将泥尘带往其他路段，于是
污染范围扩大至全路域。最后人们
的感受就是，“富阳的道路为什么总
是灰蒙蒙的？一座城市不干净，可想
而知城市管理水平也不怎么样。”当
这样的认知形成后，就会怎么看怎么
不顺眼了。

在人们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当下，
环境的重要性，怎么提都不过分。无
论是长期居住的主人，还是外来停留
的客人，都希望拥有空气清新、风景怡

人、生态文明的环境。富阳虽有天生
好底子，也需后天勤拾掇。

眼下，各部门正在重拳整治道
路运输环境，并已在渌渚试点，但
从横大线、305 省道、金秋大道等重
点 道 路 整 治 情 况 看 ，现 状 不 容 乐
观。令人尤为忧虑的是，在已查处
的案件中，涉及政府工程的为数不
少。

如鹿山新区一雨污水管道修复
工程、东吴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项
目、江滨西大道景观改造工程、千岛
湖配水工程等，这些都是民生工程，
出发点是为民谋福利，然而施工方却

因意识薄弱，疏于工地管理，或进出
口路面未硬化，或未使用冲洗设施，
或偷倒建筑垃圾、直排污水，反而给
城市环境造成了污染，影响了市民的
生活品质和城市形象。

聊以安慰的是，执法部门一视同
仁、敢于曝光、敢于“亮丑”，不给自己
留退路，显示出从源头遏制污染的决
心。

“打铁必须自身硬”，既然政府工
程做得不到位，就拿自己先开刀。保
持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力度，相信这次
道路运输环境整治行动一定会取得骄
人战绩。

向污染宣战
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美好家园，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也是建设大都市新型城区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为构建和谐宜居家园，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共
同目标，我们倡议：积极行动起来，善待环境，凝聚共
识，提高你的呼声，对污染行为说“不”，以“向污染宣
战”的决心，拒绝一切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为建设美
丽富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提升思想意识，对照先进地区，切实增强环境整
治提升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加快推进城乡形态转型
和环境生态转型。克服好人主义，对道路管理、工地
建设、违法建筑等关键领域敢动真格，敢于碰硬。建
立完善机制，规范监管机制、推广机制、考核机制、通
报机制等。确立都市标准，从建设领域抓起，推进管
理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严格责任落实，“一把手”要
加强统筹、弹好钢琴，坚持将清洁城乡和“三美”建设
一抓到底、不反复；注重方式方法，坚持抓违法现场；
加强党员干部管理，将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加强宣
传教育，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积极发动人民群众，提
高人民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切实防止城乡环境倒
退回潮。王怀申/绘

有人说，关于酒驾的规定是执行得
最好的。无它，只是执法从严罢了。只
要你酒驾或醉驾，对不起，你就得乖乖
地接受处罚，该禁驾的禁驾，该入刑的
入刑，而且没有人敢徇情枉法。喝酒不
开车，开车不喝酒，已成为人们的共同
认知，尽管还有侥幸故犯的，但毕竟是
极少数。

新加坡恐怕是社会治安最好的地
区之一。原因也无它，只是处罚严厉罢
了，令人望而生畏、闻风丧胆的鞭刑即

是明证，大大震慑了作奸犯科之人。新
加坡的吏治也很清廉，这缘于对贪腐的
零容忍，公职人员哪怕有看起来无关紧
要的失准行为，都会以渎职论处。正因
为违法的代价太大了，敢以身试法的人
就少而又少了。

自古以来就有慈不掌兵的说法。
主政者老是用怀柔的方式去管治社
会，老是用“如果你下次再这样，我们
就不客气了”的口吻去苍白地恐吓，老
是用毛毛雨式的处罚方式企图遏制违

法行为的发生，几乎是徒劳的。重赏
之下必有勇夫，重罚之下也必有懦
夫。唯有罚得心惊肉跳，罚得痛不欲
生，才有足够的威慑力，才能起到望罚
息心的效果。

处罚当然不是目的，目的是惩一儆
百，重罚一个、教育一片。出台重罚政
策之前，还得做好宣传工作，晓之以理，
讲清情理，与重点监管对象还得签订相
关协定，宣传到位了，道理讲足了，规定
明确了，你再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对不

起，一定罚你个胆战心惊、悔之莫及、痛
心疾首。而且要将其通过新闻媒体广
而告之，在全社会形成“违法排污人人
喊打”的氛围，让违法排污者无处遁形、
无处藏身。

天，是所有人的天；路，是公共的
路；河，是大家的河。富春大地，是咱
60 多万富阳人的生存之地。污染它，
就是亵渎了 60 多万富阳人的情感；而
保护它，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是
责无旁贷的义务。

以治理酒驾的方式从严治污
□在路上

他山之石

用哲学的眼光看“城市痛点”
□顾俊民

2017 年杭州市“公述民评”面对面
问政活动的最后一场是“城市精细化管
理怎么精”，其中，关于共享单车的现场
投票，创下了五场电视问政最高的“不
满意率”。公众坦言，共享单车已经成
了“城市的痛点”。

共享单车之所以成为“城市的痛
点”，是因为投放总量已经超过了城市
的承载能力，“过度”自然就要出问题。
根据9家共享单车企业提供的数据，杭
州城区总共有共享单车44.68万辆，而专
家估计已经超过60万辆。但是，市城管
委目前所设置完成的非机动车泊位为
5239 处，大约可停放非机动车 10 多万
辆。正因为如此大的停放缺口，随之而
来的便是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挤占人
行通道，有的甚至还占用了机动车道。
同时，遭人为破坏的、“缺胳膊少腿”的
伤残单车也在路边“呻吟”。所有这些，
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观瞻。杭州，一座

管理有序的城市却因此而显现了市容
乱象。

共享单车由方便市民出行的初衷
演变成为“城市痛点”，值得深思。仔细
想想，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共享单
车这个新事物的成长，预判不足、仓惶
反应的问题，又有行为人公德意识缺
乏，只顾个人方便，不顾他人利益的问
题，还有共享单车企业只顾自身利益，
缺乏社会责任感，不考虑市场容量的

“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等。面对种种
问题，深入查找其中的主要原因，或者
说，找出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无疑
是必要的。用哲学语言讲，抓住了主要
矛盾，其他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那
么化解“城市痛点”的主要矛盾在哪
里？就在于“管理”二字。就当前而言，
就是要立规矩，铁腕治乱。

如果“回放”共享单车短短一年多
时间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我们的

“管理”是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监管
失当”。由于对其发展趋势预判不足，
导致管理一直滞后，处于“后期管理”的
被动状态；职能部门在主动作为上也存
在欠缺，最终导致其“野蛮生长”，超出
了可控范围。试想，当共享单车在杭州
处于试水阶段时，我们就预判发展走
势，并顺势而为，从行政规章入手对共
享单车企业进行规范管理、行为约束，
至少可以控制其发展速度。而控制了
共享单车的发展速度，从本质上讲，就
为其营造了一个合理的生长空间。再
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较好地把握了事
物的“度”，遏制了其“野蛮生长”的空
间，且不至于“失控”。

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在互联网
条件下的新经济形态。它有积极的一
面，这就是让资源、技能等社会资源在

“共享”条件下实现了更广阔的价值，因
此是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其“一哄而

上”的同质化竞争又势必影响自身发
展。这就在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
能力。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则有一个
如何客观地认识共享经济，如何用唯物
辩证法来保护创新、适时纠错的问题。
因为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不可能是十
全十美的，关键在于如何因势利导，扬
长避短。这就是“创新”对“管理”的要
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战略支撑。”由此可见，我们对创
新的认识不应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还
要重视上层建筑的创新，比如社会治理
方式、手段的创新，以适应经济基础的
变化。这样想来，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
理同样需要创新思维，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主题聚焦
天下快评

尝试“爸爸育儿假”
不能只靠“中国好老板”

事件：生完孩子谁来带？越来越多家庭
面临这一难题。今年6月初江苏省政府法制
办就《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办法（草案）》征求意见，准备推出男
方共同育儿假，这一地方立法备受关注。11
月28日，该草案提交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33次会议审议，草案中对男性共同育儿假
列出了专门条款规定，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
相比改动不小，从“强制”变成了“倡导”。

短评：既然不是强制性的，既然可以放也
可以不放，用人单位是会放这样的假，还是不
会放这样的假呢？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会因
为“只是属于倡导”，而不积极实施。

没有了强制属性的“爸爸育儿假”，要想
让爸爸分担妻子的带娃压力，就只能依靠“中
国好爸爸”了。也就是说，只有“中国好爸爸”
据理力争，去找用人单位谈判请求，才有可能
休“共同育儿假”。而那些不想承担育儿责任
的爸爸们，也可以以“单位不同意”的理由，将
育儿责任推给妻子一人。

最为关键的是，能不能获得“共同育儿
假”，因为没有强制性，就需要有“中国好老
板”，老板愿意给你一个人性化的假期就给
你，不想给你就不给你。最终，恐怕会因为只
是倡导，而让好的制度设计成为“好看的花
瓶”。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就业和公共
服务保障的影响日益凸显。妈妈生完孩子
后，爸爸该为家庭做些什么？当甩手掌柜肯
定不行。“共同育儿假”的目的就是为了倡导
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共同养育子女的，就应该
具有强制的属性。

推行“爸爸育儿假”，不能只靠“中国好老
板”。 （郝雪梅）

事件：今年 3 月 1 日起，浙江省开展为期
10个月的“创文明交通、治秩序乱象”交通整
治行动。截至10月底，全省共发生上报道路
交通事故9443起、死亡2832人、受伤9048人、
直接财产损失 3330 万余元，同比分别下降
16.3%、9.2%、17.7%、21.8%。然而相关数据同
时显示，开车打手机的交通违法行为查处量
在持续攀升、开车使用手机引发交通事故占
全省交通事故死亡总数比重居高不下。

短评：开车使用手机的安全隐患这么大，
为何部分司机依然我行我素？在笔者看来，
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其一，没有引起司机
高度重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总以为凭自己
的驾驶技术、驾驶经验，以及抗“双任务干扰”
的能力，不可能酿出“低级”的交通事故，因此
不见棺材不落泪。其二，有些地方的交管部
门，还没有把开车使用手机纳入电子抓拍的
惩治对象。有些地方的交管部门，虽然将其
纳入惩治对象，但由于投入有限，很少安装针
对这一违法行为的新式抓拍系统，让覆盖面
显得很尴尬。如此一来，势必对司机形成不
了多大威慑，择地、视情“开车使用手机”就不
可避免。

要想根治这一陋习，仅凭个别地方的单
打独斗远远不够，必须各地一起发力，形成全
国一盘棋，方能让其成为过街老鼠、无藏身
处。当然，这一发力要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
在在的抓拍全覆盖，以及不留情面的处罚。
唯有这样，才能倒逼司机养成“开车一上路，
手机必下线”的自觉行动。 （王恩亮）

惩治开车使用手机
需要各地一起发力

如何避免出现
更多“教科书式老赖”

事件：河北唐山市“教科书式老赖”事件，
引发网络持续关注。11月26日，记者了解到，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冻结黄淑芬的佣金及
查封其名下相关资产，并对黄淑芬拘留 15
日。此外，黄淑芬由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已被列入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短评：要想不让“老赖”的如意算盘打成，
或者不想让更多人向这样的“教科书式老赖”
学习，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为自己的行为付
出比赔偿款更加惨重的代价，让其“省钱”的
目的落空。可以说，这样的处罚，才是真正的
打蛇打到七寸上。虽然现在黄淑芬已经被司
法拘留了15天，相关财产也被冻结，但是我们
想想，这些本来就是她应该付出的代价，而她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老赖”行为承受“额外的
成本”。

要想真正对“老赖”们形成震慑力，还需
要在法律与制度层面上作出进一步改进，比
如现在司法拘留15天的“顶格处罚”是不是太
轻了？比如能否通过法律与制度的设计，让

“老赖”拒绝执行法院判决的时间越久，那么
最后所承受的“惩罚式赔偿”也就越多？只有
这样，才能让那些把法律的尊严、社会的公平
与正义视如草芥的“老赖”们尊重法律，才能
让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回归。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