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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闻联播

给灾区

“叫卖牛羊”叫好

□安建军

12 月 12 日， 央视新闻联

播耗时 4 分 43 秒，报道了内蒙

古巴林右旗遭遇了 50 年一遇

的暴雪， 当地急需调运适合深

雪作业的玉米收割器械， 急需

调运 2.8亿斤饲草，急需卖掉 3

万头牛和 40万只羊，并公布了

联系人巴林右旗农牧业局副局

长孟祥珠、 巴林右旗西拉沐沦

苏木党委书记田海峰的联系电

话。 笔者看后不禁为之叫好。

面对积雪掩埋来不及收

获的近 2 万亩玉米，面对缺吃

少喝的数十万头牲畜，面对 10

多万心急如焚的灾区干部群

众，央视新闻联播把灾区干部

群众的急事、 难事当做大事、

要事来报， 为灾区群众鼓与

呼。 笔者认为，央视新闻联播

牵线给灾区牧民卖牛羊的做

法值得称道，这是贯彻落实十

八大精神的得力举措，是转作

风、改文风的生动体现，是情

系群众、 关注民生的具体行

动。

习近平同志指出， 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

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是各级党委政府一切执政活动

的最高标准。 中央政治局出台

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中央领导从我做起，

率先垂范， 民有所呼， 我有所

应， 推动求真务实的社会氛围

逐渐浓厚。如此，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这一艰巨而又宏大的系统

工程可期。

·媒体视点·

宁可把困难估计得足一

些、对策想得周全些，宁可多

下苦功夫搞好事先调研、民意

吸收， 把制度设计得更科学

些， 才能避免临时抱佛脚，避

免好事办坏，聚合改革发展的

正能量。 人民日报《从最坏处

准备向最好处努力》

休谟曾说:有限政府或宪

政的制度设计， 总是把每个

人假定为无赖， 必须加以限

制。 所以，反腐，最根本的还

是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不

要把腐败的责任推到官员的

年龄上。 中国青年报《“厅官

初次腐败多在 47 岁”是个伪

命题》

连开餐馆都捆绑上“计生

证明”，不过是打着“计生”的幌

子，进行行政乱作为。 根治这种

计生乱象，需要通过澄清和清理

“计生证明”的“捆绑”乱象，彻查

行政乱作为， 让计生的归计生，

卫生的归卫生， 餐饮的归餐饮，

各行其道，各守其规，还公共服

务以本来面目。 新京报《计生是

国策，但也不能乱“捆绑”》

弥补养老金亏空， 不是一

道数学题，而是对公平的测试。

从这个角度说， 养老金制度的

改革抓手，不是账目的损益，而

是公平的损益。京华时报《弥补

养老金缺口不是数学题》

□董碧辉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16 日前往康涅

狄格州纽敦镇， 参加为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26名遇难者举行的纪念活动。“我们敢不敢说

已经做得够好， 给这个国家所有的孩子一个

机会，让他们有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人生？ ”

奥巴马告诉聚集在礼堂的民众，“过去几天，

我一直在就这一点反思。 ”

“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诚实，回答是‘不

是’，”他说，“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将不得不改

变。 ”奥巴马说，这个世界会依据一个国家如

何对待儿童而对它作出评判。

大洋彼岸的枪击案受害者大都是儿童，

这是让整个成人世界心悸的事实。 而在如何

对待儿童这一方面， 我们需要反思的东西比

起那位黑人总统显然应该更多。

我们给了他们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人生

吗？ 回答是“不是”。 从教育的角度，我们的孩

子已经在童年阶段被剥夺了快乐的权力。 书

包的厚度见证了他们学习内容的密度。 从幼

儿园开始学拼音、练英语，小学开始整奥数，

再到中考、高考的茫茫题海，留给他们追逐快

乐的闲暇时间真的很少。

我们给了他们一个健康安全成长的空间

吗？回答是“不是”。我们无法保证那些牙牙学

语的婴童们食用的奶粉的安全， 那里面会掺

入三聚氰胺； 我们亦无法保证那些坐在教室

里好好学习的孩子们的安全，总是疏于防范，

总是有行凶者悍然闯入； 我们也无法保证他

们在路上的安全， 那些安全不达标的校车成

了一些孩子人生的最后一站。

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有尊严有权利的人生

吗？ 回答是“不是”。 一起一起的虐童案，在孩

子们心灵上留下了永难消去的烙印； 在一些

成人眼里，孩子们不仅仅是玩具，更是工具，

每逢有领导与会的活动， 孩子们总是在夹道

欢迎， 总是在烈日下曝晒， 总是在风雨中等

待；还记得熊熊大火中那句“让领导先走吗”，

在某些时候， 我们对这些稚嫩而又鲜活的生

命都缺乏尊重。

关于孩子，先要诚恳地提出问题、面对问

题， 然后才能试着去修改那些不怎么让我们满

意的答案。 奥巴马说，这个世界会依据一个国

家如何对待儿童而对它作出评判。 这个观点

与胡适的主张暗合， 胡适说要看一个民族是

否文明，看三件事：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

二看他们怎样对女人， 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

暇时间。 我的观点是，即便我们不在意外部世

界的评判，但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儿童、那些有

着纯净双眸的孩子的评判，总值得我们在乎、

值得我们在意吧？ 某种意义上， 他们就是未

来。 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将脱离懵懂，他们

将拥有成熟的心智， 他们会以怎样的眼光观

照自身、观照社会呢？

为了那一份在乎， 那些做得还不够好的

地方，必须得改变。

怎样对待孩子，事涉民族文明

□李力言

食品安全问题常常存在这样两个要素：

生产者无德，监管者失职。 人们有理由追问：

监管失守的背后，有没有利益输送、权钱交易

等深层病态？

一日两餐抗生素，24 小时不停采食，用激

素增肥……日前，随着央视记者的调查镜头，

山东一些地方的“速生白羽鸡”养殖黑幕浮出

水面。 尽管有三胺奶、健美猪等教训“打底”，

这些细节仍让人心惊。

在现代养殖技术作用下，“小鸡快长”不

是难事，速成鸡不一定就是激素鸡。 但为了让

小鸡快快长，一些养殖户用药物催长，从金刚

烷胺到地塞米松，该停的药不停、禁用的药滥

用，再加高密度养殖，养出来的就难免都是虚

胖脆弱的病态鸡了。 养鸡户也承认，这些鸡都

是“亚健康”。

从报道看， 速生鸡不再缘于个

别养殖户的利欲熏心， 而更像是行

业潜规则作用， 并滋生出一条病态

产业链。 养鸡利薄，只有多养快养，

凭借“药鸡” 维系利润空

间。 而低品质“药鸡”进一

步摊薄利润， 只有加大用

药量增加养殖量来弥补，

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速生

鸡抗药性越来越强， 养鸡

产业“赖药性”日益加重。

有专家称， 抗生素滥用会

导致禽肉药留超

标， 危害人体器

官，还可能出现动

物和人体耐药性、 环境污

染等多重问题。

不久前山西“速成白

羽鸡”曝光后，有关部门

曾作出检验合格的结论。

而记者调查发现，从雏鸡

进入鸡场，到肉鸡出场宰

杀，再到上餐桌 ，多个环

节存在隐患。 对于至关重

要的检验检疫程序，一些

地方走过场，甚至花钱买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此次

曝光的山东速生鸡，同样

存在养殖业药物使用监管空白、

检疫失守等问题。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规定，

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动物产品

经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的官方兽医检疫合格并取得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方可离开产

地。 然而，一身是药的速生鸡，出了鸡

场后却一路绿灯。 从宰杀企业检测人

员编造养殖检疫记录，到快餐企

业仅凭屠宰场证明就直接卸货，

“病鸡”走上餐桌的步伐，并未受

到任何检疫手续的阻拦。联想起

健美猪事件中监管者收钱、开

票、走人的做法，人们有理由追问：监管失守

的背后，有没有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等深层

病态？

速生鸡曝光后，当地已经行动起来。 山东

省多部门组织人员深入曝光企业调查核实，

上海食药监部门也已对涉事产品进行抽检。

这些都是回应社会关切的必要之举， 但更重

要的是，一只速生鸡能在 4 个月吃下 18 种抗

生素后顺利进入市场， 其中暴露的产业、检

疫、监管等漏洞，迫切需要各部门负起责任，

扎实整治，修复漏洞，以确保将放心鸡送上百

姓餐桌。

谁催肥了病态速生鸡

□刘雪松

钟先生去广州越秀区广卫街道办事处办

准生证，工作人员告诉他：“我们没接到通知，

不能受理。 ”“但是报纸上都登了，说流动人口

可以就地办理。 ”工作人员一句话把人噎了回

去：“你去找报社办理吧”。

同在国家计生委新政覆盖范围，广州与上

周北京办证的遭遇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广州

的办事人员拒绝办理之后，给前来办证的指明

了方向———找报社去。 意思是，在没有接到通

知之前，谁传播，谁去办；谁监督，谁去办。

报社能办，国家养一个计生机构干嘛？ 显

然，这位工作人员说的是句气话，是对于媒体

监督的犀利还击，是对于“皇帝不急太监急”

的不屑与嘲弄。 如果推动新政落实的不是媒

体，而是国家计生委，是国务院，不知道这位

公干人员是否敢说“找国务院去办”。

没有接到通知， 暂时还不能办， 还不敢

办。 工作人员如果这么表达实情，民众可以理

解。 长期以来，民众对于中国式的公事公办模

式，是有心理预期的。 但好好的话不能好好地

说，却不是个说话技巧问题，而是权力扭曲的

表现。 他们觉得，准生证办理新政，什么时候

执行，怎么执行，是自上而下的职责体制范围

的事，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容不得别

人说三道四。 他们坐拥权力，反过来对赋予他

们权力者视同下人。

新政停在新闻里， 再漂亮的顶层设计也

只是个蛋饼， 是安不了民、 告不了示的空许

诺。 最近，许多官方机构，对于舆论反映的民

情民怨，反应比从前快了。 但这微小的一点进

步并不代表实干。 一些迫于舆论压力，匆匆忙

忙推出的新政，看上去是有所作为，实质上还

停留在官场巧技的层面。 有反应，对上，既避

了不作为的问责；对下，又表示了姿态。 这是

权力生存的把戏，不是由衷的敬畏。

将顶层设计，变为兴邦惠民的实干，需要

一种推动力。 但从国家计生委这条新政的落

实情况看，体制内自下而上的底层推动，显然

靠不住———通知没到手，他们不干。 国家计生

委算是顶层了， 但靠这个新政的顶层设计者

自身的顶层推动， 看来想法很浪漫———新政

发布了，久未动静。

倒是广州越秀区广卫街道办事处的这位

工作人员， 一言道破了推动这项新政办成的

玄机：谁监督，谁能办。

这是一个涉及国家行政机构体制改革的

命题。 如果一个职能部门，体制内该办的事不

去办，能办的事办不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的力量推不动为民办事的承诺与设计，那么，

不妨将纳税人供养的钱收回来， 把百姓赋予

的权力收回来，让能为民干事，肯为民服务的

人去干，到时候，看谁还敢轻易承诺忽悠人，

看老百姓办事能有多难。

若此，准生证找报社办理，倒还真的未尝

不可行。 但是，对不起，您下岗了。

别把顶层设计当成官场巧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