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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也得了

“媒体依赖症”？

□

三木

“3·15”过后，北京三里屯的麦

当劳歇业整顿了、郑州国贸的家乐

福关门大吉了。

相关部门动作不可谓不快，然

而群众满意了吗？ 一点也没有。 这

些商家这些欺诈行为的存在不是

一年两年了，你们早些时候干什么

去了？ 即使是在睡大觉，也总还有

醒来的时候吧。 看我看来，他们患

上了媒体依赖症。

媒体依赖症第一个表现是不

作为。 按理说，监管部门有专业知

识专业设备，又手握公器，占尽天

时地利人和， 理应是打假主力军，

可实际上，它们有时却都像瞎子聋

子瘫子傻子，听凭行业把无良招数

复制成“潜规则”，听凭群众嚷嚷得

民怨沸腾、仍然是算盘珠子不拔不

动， 把监管责任悉数推给了媒体，

说他们不作为，不冤。

媒体依赖症第二个表现是乱

作为：平时啥事不做，小矛盾被养

成了大冲突，没事算运气，一出事

就是大事。 当媒体发现问题时，他

们此时的动作一定比兔子都快，以

此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转移公众的

目光，掩盖自己的渎职。

这极像一只猫，整天“喵喵喵”

媚态可掬， 直叫得形势一片大好，

叫得主人频频喂鱼。 万一老鼠蹿上

主人的餐桌了， 它会赶紧扑上去，

摇尾表功以保全自身，何等聪明又

何等愚蠢。

国外有鼠，自然也有猫。 但人

家的猫好像勤快多了。 在德国，消

费者发现假币后，只需把假币送到

规定的办公室，讲清来源 ，就能领

到 3 倍的补偿走人，剩下的事自然

有人去处理。 我们这里呢，假币一

律没收。 没收是省事，可省的是监

管部门的事儿，损害的是消费者的

利益。

一切的“潜规则”实质上都是

“钱规则”，赚钱，永远是商人的本

性， 两家世界大品牌出了自己的

丑，更等于扇了监管部门两记大大

的耳光。 不知相关部门有没有“逾

淮之橘”之类的自省：捉与不捉一

个样，捉多捉少一个样，这样下去，

瘦猫变成肥猫， 勤猫变成懒猫，懒

猫变得“贪猫”， 还会有别的可能

吗？

没有常规性检查机制，没有负

责任的严格执行， 单靠一个“3·

15”，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危矣！

□

温国鹏

近日， 记者调查发现，虽

然国家早已明令禁止党政机

关集资合作建房，但广西来宾

市却建成了全省最大的公务

员小区，公务员们根据官职官

阶高低， 分别住进独栋别墅、

联排别墅和楼房。 而市面上，

住房富余的公务员们纷纷将

自己购房的指标对外销售 。

（详见本报昨日 7 版）

在民众还在为房价太高

买不起房子发愁的时候，官员

们却在为如何能卖掉自己的

购房指标而头疼不已了。 闹了

半天，住房问题竟然是再苦也不能苦干部，再难也

不能难官员，大家也就突然间明白了，原来官员们

的房子已经多得住不了，急着要脱手了，无怪乎一

些地方政府频频踩红线试图为房价松绑了。

因为有了特供房，公务员都开始变身为“炒房

团”了，民众在羡慕嫉妒恨之余不能不问一个我们

更加关心的问题： 凭啥卖给公务员们的房子价格

比市价便宜了一半还多？

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 这背后的差价由

谁来掏腰包补齐，民众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除

了地方财政似乎也没人能当得起这样的“冤大

头”。 这样的结果无疑更让民众不满，自己忍饥挨

饿还要花钱给公务员们的“饭费”埋单，天底下还

有比这更让人郁闷的事情吗？

按照官阶高低“排队吃果果”，公务员人人有

份，皆大欢喜，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权力分“赃”的盛

宴，大小官员都在按着自己的级别大快朵颐，而被

摆在餐桌上公然遭受“分而食之”命运的却只能是

公共利益和民众的权益。

公务员的特供房引发了舆论的“地震”，这既

是对权力损公肥私的担心， 更是对官员先天下之

乐而乐的忧虑，我们更想知道，官员登上了自己为

自己建造的诺亚方舟， 在房价的惊涛骇浪中笑傲

前行， 如何还能理解民众因为自己的生活随时可

能被高房价吞没而产生的惶恐？

或许，随着媒体的曝光，这场盛宴也会以不欢

而散结局， 甚至官员们恐怕还得把吃进去的再吐

出来，但类似闹剧不时上演，一城一地之得失实在

让民众高兴不起来， 或许民众真正需要的还是那

个说了无数遍的“让监督制度发力”。

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

□

吴秋余

有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发人深

省：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

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

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

一地空板凳……

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

近日为 15 名两院院士所关注。他们指出，若不从

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

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局面。刚刚结束的全国两

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忧心忡忡：青壮年劳

力、有文化的劳力都进城打工了，将来谁来种地？

这不是 20 年前“谁来养活中国”问题的升级

版，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然

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去年，我国的城镇化

率首次超过 50%。 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占比也下降到 38.1%。“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

局面早已不复存在。

应该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

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

不例外，这对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不

无裨益。 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洗脚进城”也是用

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可能倒逼出农业的

转型升级。 以日本为例，1955 年到 1975 年间，农

业人口减少近一半，然而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

率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进步。 中国发展

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农业又何尝不是如

此？

然而， 空心化农村的照片隐藏着很大的挑

战。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

员中 50 岁以上的占 32.5%。 而据媒体报道，中西

部一些地区 80%的农民都是 50~70 岁的老人。更

有院士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

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达 95%。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是一种结构性失衡。 农

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发

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 而这，不仅关乎农

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

长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农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

环。虽然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然而在调查中，20

岁以下的农民工中高达 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

而同时，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

耕地近 3000 万亩。 没有人，农业发展不起来，进

而造成劳动力和人才进一步流失，几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样需要双向着力。一方面，需要

遏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的趋势， 提高农民收

入、加强相关培训，同时更多引入社会化力量，以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走出农村人才荒；另一方

面，也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水平，

用政策杠杆、税收杠杆等，推动农村建设、农业发

展。

“三农”问题，我们一向视之为根本。 中央 1

号文件已连续九年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领域

既需面对积累下的老问题，也需解决时代化的新

矛盾，任重道远。或许，农村劳动力问题正可成为

一个支点，撬动“三农”问题解决，让田野更加充

满生机。

特供房比特供菜更可怕

女生惊险得救引出沉重话题

□

乔志峰

从安徽亳州市涡阳县城到高公镇前李村一共

30 多公里 , 这 30 多公里的回家路 ,18 岁的高三女

生小黎至今还没有走完。 3 月 11 日下午她踏上回

家路 ,遭遇歹徒袭击被打晕扔在沟里。 警方接到报

警后认为小黎是流浪女 ,让民政办将小黎拉到火葬

场 ,或“拉出涡阳界就行”。 后来民政办将昏迷的小

黎再次扔在 10 公里外的一处沟渠里。 过路群众再

次报警 ,奄奄一息的小黎才被送往医院抢救。 直到

太和警方发现 ,她才得到抢救。（据 3 月 19 日《新

安晚报》）

18 岁女生遇袭受伤 , 当地警察与民政居然将

其当成女尸二次丢弃。 在此过程中 ,不少群众都说

女孩好像没有死、还有气 ,但有关人员根本不听 ,就

将她拉上了车子运走了。 这样令人不齿的做法 ,虽

不一定算得上“故意杀人”,最起码也是“玩忽职守”

“草菅人命”。

最新的消息是 , 女生至今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

多名责任人被拘留和调查。 但愿受害人能够挺过

难关 ,但愿草菅人命的相关人等都能受到应有的惩

处。 更希望当地的涉事部门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加

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监管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

此事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 ,涡阳县有关方面之

所以草菅人命 ,源于认定该女生是“流浪女”。 流浪

者也是人 ,跟其他人一样享有同等的生命权。 但在

现实当中 ,流浪者的权益甚至生命安全却往往得不

到保障。 媒体上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 :陕西宁陕

县广货街镇一民政干部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 ,将镇

上一名流浪人员用车拉到荒郊野外遗弃。 在海拔

1400 米多高的秦岭山上 ,该青年流浪者最终死亡。

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说 ,经常在街道上会出现一些流

浪人员 ,最后才知道都是邻县的民政局晚上悄悄地

开车将这些人“扔”过来的。 对付这些只有一个办

法 ,就是再将他们“扔”回去或者“扔”到其他邻县。

如此行为实在令人寒心。 更让人震惊的是 ,这

样的做法并非个别 ,邻县之间互相扔流浪者在某些

地方已经成了一种“惯例”！ 流浪者也有生命权 ,怎

么能够扔来扔去？ 难道流浪者的命就不值钱?很显

然 ,这些扔流浪者的人跟亳州少女案的涉事人员一

样 ,缺乏对生命应有的敬畏和最基本的人性。

出现这种怪现象 ,只停留在道德谴责显然太简

单化了。 值得思考的还有 ,相关制度还有待规范完

善 ,如建立健全接警负责制 ,让当事人有责任负责

到底；出现违规能及时发现 ,及时处理。 另外 ,“扔来

扔去”现象背后还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如救助谁

来埋单。 近年来经济的发展 ,财政已有能力负担相

应急救 ,不能让越有责任感的人负担越重 ,这也是

治本之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