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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和(辽宁葫芦岛市)

每到夏天来临，在我们这座不是很大
的城市里，都会有很多人热衷于露天烧烤。

从饭店门前到街头巷尾，再到一些野外景
区，经常烟熏火燎，弥漫着浓浓的烧烤味。

步行街是我们这里最繁华的地带 ，
虽然地方不大 ，但烧烤摊却有十几个 ，而
且每个烧烤摊都有一个烤箱。从早到晚，
烤箱里炭火不断 ，各种肉串经过一遍又
一遍的刷油 、烧烤，浓烟四起。时间一长，
步行街一带满地油污 ，脏乱不堪 ，空气中
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行人路过时不得不
捂住嘴和鼻子。

老城区化工路的“烧烤一条街”问题
更严重。每到夏天 ，那些室内烧烤店全部
都会搬到室外，变成露天烧烤。烧烤店老
板们纷纷在门前到马路边之间，搭建起简
易凉棚 ，棚内摆上桌椅 ，把道路几乎全部
堵死。为招引顾客，他们还把室内的烤箱、
燃气炉灶搬到马路边，现烤现炒现卖。

我数了一下 ，在这条不到 1 0 0 0 米
的露天“烧烤一条街”，共有 2 8 家烧烤
店 。这 么 多 的 露 天 烧 烤 店 整 天 烧 烤 烹
炸 ，产生的有害气体和脏水 ，对环境造
成了严重污染 。另外 ，这段路被烧烤店
霸 占之后 ，许 多市民晚间散 步时几乎
“无路可走”。有不少市民抱怨：如此污
染环境又 影响公 共 安 全 的“烧 烤 一 条
街”，怎么就没人管呢？

近几年，露天烧烤不仅局限在烧烤店，
买烧烤箱自己烧烤也越来越流行。炎炎夏
夜 ，总有一些居民在小区的空地上 、大树
下、草坪上进行露天烧烤。还有一些人开着
私家车，拉着白酒、啤酒、烤箱和烤串，来到
海边进行野外烧烤。他们酒足饭饱之后，留
下满地狼藉——— 这些人似乎并不在乎烧烤
产生的垃圾会给环境造成污染。

露天烧烤污染环境的问题 ，不能再
任其发展下去了 。有关部门有必要向一
些大城市学习 ，管一管烧烤乱象了 。比
如 ，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环保的前
提下 ，可以统一规范 ，采取在室内烧烤
室外建凉棚摆桌的方法 ，招待顾客 ；但
对 于在小 区 特 别是在一 些景区 和 野外
烧烤的行为 ，要坚决制止。

烧烤不能任性

刘良恒(新华社记者)

湖南省纪委主办的三湘风纪网通报称，
省直某局局长傅某、机关党委书记欧阳某一
行 4 人到某县调研时，接受对口单位超标接
待，导致一名陪酒的基层干部因饮酒发生意
外伤害。事后，接受接待和安排接待的双方人
员 10 人均受到党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违规超标接待、饮酒造成伤亡的事件，
近年来屡有发生，老百姓对此早已深恶痛
绝。其中，社会影响最恶劣的一起事件发生
在湖南永州，去年 4 月 29 日晚，时任永州
市长等人参加由永州零陵机场迁建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承办的公务接待宴请，导致
参加用餐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当晚非正常死
亡，事后该市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并被免
去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

因为一场公务接待，一名干部不幸丧命，
一位市长黯然丢官，在全国都非常罕见。在湖
南官场，少数干部为这位市长的遭遇表示惋
惜，认为他纯粹是为了推进工作才参加这场
“致命饭局”，其个人并非好酒贪杯之人。但更
多干部认为，他的遭遇并不值得同情。党的十
八大以来，为正风肃纪，中央早已出台“八项
规定”，并持续不断地开展反“四风”活动，作

为地市一级政府官员，他如果自觉与中央
保持一致，带头模范遵守相关党纪党规，其
仕途根本就不会遭遇“滑铁卢”。

遗憾的是，在沉痛的教训面前，一些干
部并未因此警醒，照样我行我素，顶风作案。

此次三湘风纪网通报的省直某局局长傅某、
机关党委书记欧阳某等人，到地方执行公
务时依然接受超标接待，心存侥幸。而对口
单位违规超标接待的操办者，花起公款来
一点儿都不心疼，吃过晚餐甚至还要安排宵
夜，一晚上连续两场吃吃喝喝，推杯换盏，吆
五喝六，尽显“媚上”的丑态。

应该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款吃喝之
风已经大大好转。在湖南，永州“致命饭局”事
件发生以后，部分地市相继出台“最严禁酒
令”，除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资活动以外，其
他公务接待一律不准饮酒，早中晚餐全部
禁酒。对“最严禁酒令”，大多数公务员普遍
持肯定态度，并认为这是党委政府关心爱护
干部、净化官场生态、重塑政风、官风的“一件
大好事”。

但是，上述案件反映出来的问题，在各
地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作为一种官场陋
习，违规接待、公款吃喝、拼酒斗狠，是干部
作风、官场习气“江湖化”“市井化”的直接

表现。时至今日，一些基层干部依然信奉
“接待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的官场
教条。这并不难理解，对于基层来说，招商
引资、争取拨款、绩效考核、升迁调动等，都
与上级单位和上级官员直接相关。正因为
有所求或有所惧，基层干部才会在接待方
面大做文章，不遗余力。

正常的公务接待在基层之所以跑偏，
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基层权力运作和资源分
配的“潜规则”依然没有消除。“喝一杯，给
一万”这样的饭局段子，在基层官场流传甚
广，背后暗含的官场逻辑发人深省。不少干
部干工作不认真，却对迎来送往异常热衷，
“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验收即宴
收”“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酒杯一举、可以
可以”等调侃戏言，在基层依然有市场，甚
至被少数干部奉为官场圭臬。官场“潜规
则”流毒之深，可见一斑。

吃吃喝喝对基层干部来说早已不是
“享受”。要为基层干部减负，遏制违规接
待歪风，除了进一步推行“禁酒令”之外，
恐怕还迫切需要优化权力运作和资源分
配的规则，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接
待”与“生产力”彻底脱钩。如此，方能铲除
产生吃喝歪风的现实土壤。

基层为何仍频现“致命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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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泳
6 月 18 日，安徽亳州市发生

了一起“4 名儿童落水 3 人溺亡”

的惨剧。当天下午，亳州市召开
紧急会议，部署暑期防溺水工
作。当天晚上，一个当地人常去
游泳的池塘出现大量废机油，
当地民众对此颇为不解：“往水
里倒柴油，这样做是犯法的吧？”

漫画：李宏宇

发生溺亡事件，祸根在于
安全监管有漏洞。如果是有意
把池塘的水弄脏，纯属因噎废
食。倒进池塘的机油要及时处
理，观念中的“污染物”更要清
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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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将于 23 日举行脱欧公投，
这将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决定英国
与欧盟关系的关键时刻。是在欧洲一
体化道路上继续前行，还是重返“光荣
孤立”，成为摆在英国面前的重大选
择。这不仅使英国站在了历史的十字
路口，也可能将撬动欧洲的政治版
图，更是对人们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所导致的社会失序的一次考验。

英国之于欧盟，从来都不是理想主
义，而是实用主义。二战后，英国一开始
面对法德等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并不热衷，仍希望以自己为中心主导另
一部分欧洲国家与之抗衡。随着欧盟前
身“欧共体”实力增强，英国决定投入
其中。但是，后来在 1975 年举行了一
次全民公投，结果决定英国留下。实际
上，疑欧情绪在英国一直存在，只是在
欧盟发展较好的时候暂时处于下风。

接连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
债务危机后，今天的欧盟，经济缓慢
复苏但增长依然乏力，许多国家失业
率高企，社会问题凸显。去年以来席
卷欧洲的难民潮，进一步加剧了欧盟
的经济负担和安全隐患。这从一定程
度上导致大量移民涌入英国寻找就
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对英国中下层民
众生活造成影响，为“脱欧派”左右民
意提供了契机。从根本来看，英国当
年搭上欧盟这艘大船的重要原因就
是可以进入单一市场，借力发展，而
如今在一些英国人看来，这个最大的
贸易伙伴似乎不再那么可靠，便产生
“弃船上岸、另谋出路”的倾向。

社会问题的爆发，说到底存在深
刻的经济根源。对于是否“脱欧”的抉择，其实是英国在后危
机时代，是选择冒险单飞，还是与欧盟共克时艰。但不管怎
样，英国的退出都会是一种政治冒险。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封面文章题为《分裂则
亡》，明确指出英国脱欧将同时对英国和欧洲带来打击。“嘈
杂的公投运动已经掩盖了其所存在的重大险境，离开欧盟
将对英国政治和经济带来灾难，造成持久性伤害，而失去这
个成员国将对欧盟造成深度创伤。”

这种创伤不仅是经济上的，也可能影响欧洲一体化进
程。有调查显示，在当前欧盟经济和社会遇到困境之时，一些
欧洲大陆国家疑欧情绪也有所上升，英国“脱欧”不能排除会
带来“多米诺效应”。

不过，金融危机后，欧盟的政治家们也在对其经济社
会发展和治理结构进行反思和调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
看，欧洲一体化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不会停顿。英国的政治
家也大多认同，留在一个改革后的欧盟会让英国更加安
全、更加强大、更加繁荣。

离开欧盟，英国与欧盟也许会“双输”。英国人能否继续
相信主权共储与共享，同欧盟团结向前，考验这个国家的政
治远见。如英国《卫报》文章对英国发出疑问：“是作为一个
有联系的、包容的国家，还是成为一个愤怒的小孤岛？”

新华社伦敦 6 月 22 日电

新华国际时评

23 日，英国将就是否“脱欧”举行公投。英国又一次在欧
盟问题上站在了十字路口。是去是留，再次考验英国民众的战
略眼光，也是检验欧盟吸引力的试金石。

作为脱离欧洲大陆的大西洋上岛国和与美国保持特殊关
系的国家，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一直在融欧问题上十分纠
结。客观地讲，英国加入欧盟的 43 年，不啻为英国纠结和彷徨
的 43 年。在融入欧洲和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英国多半是
五分投入，五分保留。也正是这种非竭力投入，使其在欧盟中
的地位和影响力与其总体实力严重不符。

也许是出于岛国的防范心理，英国在欧盟力推的一体化
进程中格外注重“自我保护”，既不采用欧元，也不加入《申根
协定》。要知道，英国虽然国土面积(包括内陆水域)为 24 . 41
万平方公里，不足法国的一半，但其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军事
实力、文化软实力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在欧盟成
员国中都不可小觑。

多日来，各种民调结果显示，英国国内“留欧”和“脱欧”力
量不相上下，这也折射出英国民众的纠结。

“脱欧”支持者认为，英国从欧盟的获利远远低于付出，经
济上是“净出资国”；工作就业受到数十万来自其他欧盟国家
人员的严重冲击和挑战；移民越来越多，社会福利负担过重；
文化纯洁性也受到威胁，不一而足。而力挺“留欧”者主张，留
在欧盟从长远看是利大于弊，并且欧盟是英国发挥影响力的
重要平台和支撑。

英国是欧洲的英国。即便退出欧盟，英国今后在与欧洲大
陆关系上依然会有难以排遣的纠结和彷徨。

其实，英国“脱欧”公投，更重要的是折射了欧盟的失落。

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煤钢联营开始，欧洲一体化进程虽有
磕绊，但总体上高歌猛进。从 1957 年的欧共体，到 1986 年欧
洲单一市场，到 1993 年欧盟正式建立，再到上世纪末欧元诞
生，欧盟融合步伐不断提速。在近 60 年时间里，欧盟从最初的
6 国发展成为目前面积 438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5 亿的 28
国庞大集团，合作领域从单纯经济扩展至外交、内政、安全、文
化等多个领域，欧盟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世界格
局中的重要一极。

但欧盟的极速扩大和膨胀，也带来了“消化不良”等诸多
问题。加之国际形势影响，欧盟目前社会矛盾叠加，经济复苏
乏力，内部事务难以协调，安全威胁此起彼伏，文化挑战前所
未有。其向心力、凝聚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受到巨大削弱。这才
是英国“脱欧”的大背景和助推力。

英国“脱欧”杀伤力极大。且不论英国因此地位和影响力
下降，欧盟也将付出巨大代价。一旦英国“脱欧”，可能会产生
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利时前首相伏思达警告：英国“脱欧”可能
使整个欧盟永久瓦解。总部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在其研
究报告中坦言，英国“脱欧”将使欧盟“瓦解而非融合”。

此外，英国“脱欧”将打破欧洲的领导权力平衡，欧盟权力
分配可能重新洗牌。由于英国是欧盟中仅有的两个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核大国和国际金融中心，一旦其
“脱欧”，欧盟在世界上的分量定当大减，可能引发世界力量格
局的变化。正是看到了这一后果，欧盟领导人才使出浑身解
数，极力挽留英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英国“脱欧”公投结
果如何，举行公投本身就足以佐证欧盟的失落。

公投即将到来，英国和欧盟都无法避闪。届时在人们的表
情里，定能读出大写的“纠结”与“失落”。

(记者冯坚)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纠结的英国

失落的欧盟

“老好人文化”是社会秩序的大敌
毕诗成

太多的人秉持“老好人文化”，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逆淘汰：做一

个“老好人”常常被理解、认可，而坚守原则的人要承受沉重的压力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
最近被一些媒体贴上了“中国最严导师”的
标题——— 他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与科研，
未经许可不允许做与科研无关的兼职；他
不定期组织学生读书，对每人研究中出现
的问题认真记录 ；有硕士研究生没有合理
安排好时间，未能发表申请学位所需的
SCI 论文，离校时只拿到毕业证而没有学
位证……有学生抱怨科研太辛苦 、导师管
得太严，这位教授却说“我宁愿成为你们眼
前的逆境”，“一个人腿上绑了沙袋能跑步，
以后脱去沙袋，就跑得更快”。

现如今，一个导师带几名甚至十几名研
究生的情况屡见不鲜，必然会出现导师无暇
教导、放松对学生的要求的现象。因此，有人
对马臻教授的做法表示不解：何必那么当
真？何必得罪人？在一般人眼中，这个一丝不
苟的“家长制导师”，确实是一个“另类”。但

是，当他带出来的多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
金、优秀毕业生等各种称号的肯定，那些曾
抱怨过太辛苦的学生，或许会感谢他。

象牙塔中的这个“另类”，有助于我们思
考一个问题：当下社会无原则的“老好人文
化”，究竟好不好？常常听人抱怨，中国社会
秩序性太差、原则性不强，到处都有不讲规
矩的人和事，很多事情没关系就办不了，有
关系则什么都不是事儿。大家都不愿意得罪
人，也不习惯处处按原则办事。

这种无原则的“老好人文化”，其实两千
年前就被孔子狠狠批驳过。有人问孔子：“乡
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乡人
皆恶之，何如？”孔子仍然说：“未可也。”他
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也就是说，所有人都称赞一个人和所有人都
厌恶一个人，这人都是不好的。一个真正的好
人应该是有原则的，善良的人爱他，邪恶的人

厌恶他。这番话点出了好人和老好人的区
别，那就是是否坚持原则。我相信，那些有
追求并愿意付出努力的学生会喜欢认真
负责的老师，而那些原本就想混个文凭的
人才会对严格要求的老师畏惧且愤恨。

我们抱怨社会秩序不佳，但对于如何
改变社会秩序，又如老虎吃天——— 无从下
口。于是，很多事仅仅停留于抱怨。其实，
社会秩序并不是虚幻的无物之阵，而是由
很多小的系统的秩序构成的，如果一个个
小的秩序系统不牢固，人情就会很容易冲
破秩序的堤坝、原则的栅栏。导师给学生
放水，警察给熟人放水，官员给商人放水，
安监部门给企业放水，这里面子抹不开，
那里好处舍不得，远处还有七大姑八大姨
需要关照，结果必然是法律、规则、秩序等
一再被放到“人情”之后。

更诡异的是，太多的人秉持无原则的“老

好人文化”，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逆淘汰：做
一个无原则的“老好人”常常很被理解、认可，就
连一些“老好人”因腐败栽了跟头都有同情之人；
而坚守原则的人，动辄要承受沉重的压力，被另
眼看待。就在这几天，复旦另一位副教授，就
因为坚持论文不能漠视学生的署名，而被称为
“任性的坚持”，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不通世故”。

身处现代社会，我们并非必须与人情冷
暖绝缘，而是要与扭曲了的滥情绝缘，要将
法与情摆到正确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个人人获益的社会，跟没原则、没底线的
“老好人文化”，原本就是水火不容的。我们不
能把理性、原则视为一种服务于自己欲望的
工具，而应该将其视为信仰、内心深处的基
石与头顶上的道德律令。

做好人，不等于做无原则的“老好人”；
讲规则，有底线，同时有人情，才是最有魅力
的人。各行各业，都面临重建刚性原则意识
的问题，但处处降低门槛、降低底线，眼前
的舒服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不舒服，到头
来害人害己。所以 ，一所大学里出现一个
“宁愿成为学生眼前逆境”的老师，我们实在
应该珍视，也应该反思——— 在无原则、无秩
序的社会生活中，自己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毒跑道”警示不作为也是一种“毒”

多地出现的疑似“毒跑道”事件，最近有
了新进展。有媒体探访河北部分地市，发现
诸多小作坊、小工厂利用电缆皮、旧轮胎等
橡胶废料，生产用于铺设操场跑道的塑胶颗
粒。公众此前对“毒跑道”的质疑，得到了部
分证实。但是，对于这一形成上下游“产业
链”的行业，人们不由诘问：为谋一时之利，
连孩子的健康都可以不顾，这些人还有什么
事不敢做吗？

脏乱的环境、刺鼻的怪味、一堆堆来源
不明的橡胶废料，却能生产出与学生亲密接
触的塑胶跑道原料。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的
事情，就这样成为现实。公众对“毒跑道”的
追问，并非肇始于这个夏天。据媒体不完全
统计，从 2015 年起，类似异味跑道、异味操

场的社会事件就有 20 多起。从沿海到边疆，
从特大城市到中小城市，“毒跑道”魔影不时
闪现。

“毒跑道”的重重隐患，不是一朝一夕
埋下的。新华社 6 月 13 日的《五问“毒跑
道”》一文指出，早在 2003 年，国内行业专
家就发出了对聚氨酯跑道安全性的预警。

十几年的时间，足以令一个孩童成长为少
年，也足以让一个疱疹恶化为疮痈。

更何况，“毒跑道”所使用的橡胶废料，
向来名声不佳，屡屡曝出涉及公共安全的社
会事件。废物利用本是好事一桩，但跨过安
全底线、侵入到与人体亲密接触的领域，就
无异于一种“毒物”。在从业者看来，掺入废
料的多寡甚至成为相关企业是否有良心的

指示器。

一个积攒十几年的问题爆发了，伤害的
不仅是相关学生的身体，更是维系社会人心
的信任。正如一名家长所说，当孩子因跑道异
味身体不适、连连呕吐时，自己为生活奋斗与
打拼都失去了意义。

“毒跑道”事件依然在发酵，公众的担忧
并没有减弱。但审视事件前因后果，相关职能
部门的反应让人失望至极。当大面积出现孩
子因身体不适请假缺课，家长们联名质疑学
校塑胶跑道安全性，职能部门应该答疑解惑、
缓解不安。但现实是，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
公共事件中，有些职能部门依然采用的是“挤
牙膏”式的应对之策。

在家长通过正常程序反映问题跑道情

况时，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回应；当家长联
合起来引发社会关注时，相关部门才组
织进行问题跑道检测，承诺将铲除疑似
“毒跑道”。最终揭露“毒跑道”生产窝点
的，也是媒体而不是负有监管职责的职
能部门。

依靠公众监督、媒体倒逼来推动问题
解决，说明一些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到了何
种地步。因此，“毒跑道”生产窝点被媒体挖
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监管不够到位。这一
系列事件折射出一些职能部门麻木、迟缓
的作风令人发指。可见，不作为本身就是一
种“毒”。

民生领域无小事，孩子健康比天大。

十几年形成的问题，不能再用十几年来
解决。妥善处置“毒跑道”事件，就要拿出
勇气和魄力，摆脱推诿扯皮，打破部门与
地域隔阂，填补制度漏洞。

拷问监管，是因为公众依然怀抱着希
望。“毒跑道”事件是长鸣的警钟，更应成为
相关职能部门告别官僚作风的号角。

萧海川（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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