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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持续遭遇严

重的雾霾天气! 弥天大雾造成严重的空气污

染 !多地
!"#$%

值濒临 "爆表 #!北京城区的

!"#$%

值曾一度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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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雾霾引发的交

通延误%病患增加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再度

引发了公众对空气质量的高度关注$央视也在

'新闻联播(节目中呼吁!雾霾天每个人都不能

独善其身!喜欢蔚蓝天空和新鲜空气吗) 就从

自身做起吧$

雾失楼台!车迷津渡$对此!政府以及相关

部门不能仅仅停留在污染数据的及时披露上!

也不能满足于提供一些 "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之类的消极建议!而是应该拿出切实具体的制

度举措来!通过相关政策的强力干预!真正实

现城市空气质量的好转!还公众一片灿烂的天

空$ 一般公众!似乎也不能习惯性地停留在指

责层面!而应该以自己的行动为减少雾霾尽一

份力$

只是!行动之难!并不像说说那么简单$以

开车为例!目前!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一个重

要因素即汽车尾气污染$ 实验表明!城市道路

上一辆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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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相比!其一氧化碳和碳氢排放总量要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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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如果速度低于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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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不仅污染物

排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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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我国!公众的购车热情却依然是

有增无减$

那人们为什么不愿放弃开车) 这其中!很

多人遇事总想着把责任推给外部因素!鲜有反

躬自省%从我做起!固然是一个原因$一个更为

重要的原因!即整个社会的政策导向%风尚偏

好使然$其一!在国内很多城市!尽管政府年年

表态不片面追求
,-!

的增长! 要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现实并非如

此$ 一些地方在确定重大产业政策的时候!往

往没有打算去考虑这些产业的环境影响!比如

汽车产业!就曾受到不少地方政府的扶持$

其二! 很多城市的规划只是一味贪大!没

有%或者很少考虑城市工作与居住之间的连接

问题$ 这种生产与生活的人为割裂!工作场所

的高度集中!也就催生了中国大城市无比壮观

的上下班高峰现象$ 事实上!这种城市内的长

距离挪移!很难完全依靠目前还不成气候的公

共交通完成!至于骑自行车!更是不可即的奢

望$ 因此!开车出行也就成了诸多选项中不得

不选的一项$

其三!政府机关自身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

示范引导作用$ 比如公车问题!很多人往往从

靡费公帑的角度质疑公车的存在价值! 其实!

公车招摇的更大危害则在于对于社会风气的

负向引导$ 如果政策的制订%执行者都不能以

身作则!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又如何去教育%引

导%劝诫社会公众翕然景从%放弃开车呢)做到

这一点其实不难!毕竟大家都要呼吸$

空气质量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每一

个公民都有不容推却的责任$ 这一点毫无问

题!但问题是!在要求公民履行责任的时候!似

乎应该先构建相应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仅仅将

污染的球抛给一个个单个民众$在协调自然与

人居两个环境上面!政府天然负有不可推卸的

首要责任!应该采取更为严厉的大气环境质量

治理政策!并科学合理规划城市布局!而不能

总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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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报道来看! 参与者是理性

的!最起码是充满了个人理性!不是一

时心血来潮之举! 环卫工和研究生产

生等号关联时! 并不是所有研究生都

有&学有所用*的追求!更多的则是个

体功利算计的产物$

进一步说!&就算是死! 我也要死

在编制里* 凸显了制度之悲和社会惰

性$ 并且!就笔者的观点!附着于个体

选择上的社会惰性更值得重视$ 那句

流行语+++"年轻人! 到体制内去*折

射着"死在编制里*的密码所在$

从本质上说!编制具有计划性!是

行政管理资源! 编制管理也是一种资

源配置行为$ 正是在这点上!连招聘者

也认识到!"新进人员均按照财政补助

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管理! 使用事业编

制, 工资及社会保险等均按现行事业

单位工勤岗位标准执行* 是吸引研究

生争当环卫工的要害$

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研究

生的指责是多余的! 因为是现实倒逼

他们做出了这种选择$ 很多时候!编制

是一种保护!而这种&保护*越来越强

烈+++体制内外的差距越来越大$ 由

此! 滋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就是个体惰

性汇聚成了集体惰性! 进而异化成了

社会惰性$ 多数人热衷稳定而不是冒

险和创造! 沉迷于享受而不是追求和

拼搏$ 可以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

编制里* 就是证明$ 正如学者汪玉凯

说- 搭上体制! 成为事业单位的 &老

人*! 反映出体制惰性对年轻人的影

响! 而这种体制惰性则发展成为普遍

的社会惰性$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

意味着人们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

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 这是一种不可

忽视的社会病症!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

显然弊大于利$ &死在编制里*的制度

之悲和社会惰性需要整个社会来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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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左右!作家

李承鹏在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新书签售活

动时遭遇一名男子掌掴! 而在签售临近结

束时!又被另一名男子扔刀$

一场作家的签名售书活动! 竟然上演

了全武行!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不管什么样的理由! 动手打人% 掷菜

刀!都是不对的!涉嫌违法$ 这无关正义!也

谈不上什么崇高!暴力对待异见的背后!只

有堕落$

当下中国社会日趋多元! 在公共舆论

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意见!甚至包

括价值观和立场的对立与冲突$ 这些都是

正常的!各方理当宽容对待$

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公共舆论空间中

的理性表达!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

微博约架到韩德强掌掴八旬老人! 再到此

次李承鹏签售遭暴力闹场! 有些人似乎越

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极端!他们放弃了文

明语言!而选择了肢体语言!他们不是去说

服对方!而是想用暴力征服对方$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 那个打了李承鹏

的人! 竟然曾经是律师$ 其本来以法律为

生! 本应很明白意见争讼所应遵循的规则

和底线! 也应该很清楚自己行为的法律后

果!但是!他甘愿以身试法$ 这无疑是对公

共理性和社会主流价值的公然挑衅$

一味的谴责这个人!并不解决问题$ 更

重要的是!弄明白是什么让他这样做)

从尹某的微博来看! 他对韩德强很是

推崇$ 或许!正是韩德强掌掴老人!成了他

的摹本$ 尽管!在微博约架乃至韩德强掌掴

老人事件之后! 主流舆论对此类行为一致

谴责!但是!现在看来!某些人非但没有觉

悟!反而在公众的口水之中!有了英雄般的

幻觉$ 在这些极端者的逻辑中! 暴力被美

化!甚至成为勇敢的代名词!成为博取名利

的工具$

这些事件反映出! 一些所谓的知识分

子的主动民粹化倾向$ 不管他们给自己贴

上什么样的标签!但暴力伤害社会!拉低了

公共辩论的价值! 也给他们所拥护的 &主

义*抹黑$

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或许正是在于!

他们的认知模式与当下社会的实际出现了

巨大的偏差$ 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时下!

民间固然有一些怨言!但是!同样也不喜欢

文革做派%流氓作风!文明和法律才是当下

最大的社会共识$ 民众的种种诉求!是要寻

求增量!是让生活更美好!而不是倒退!或

者混乱不堪$

这次事件离流血的不幸擦脸而过 !充

分表明!当下的公共舆论空间中!火药味有

多么浓重!事态究竟有多么凶险!捍卫公共

理性!也从来没有如此急迫$ 有些人确实应

该清醒了$ 极端主义是一条不归路!在暴力

中寻求快感! 在堕落中证明存在! 并不好

玩$ 玩火者必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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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家住一饭店附近!每逢饭店举办婚宴

时!饭店门口总是喜气洋洋的!彩色的气球%大

红的喜字%充满创意的婚纱照..让路人也沾

了不少喜气!但也看到一种不雅行为+++用鸡

蛋&偷袭*新郎%新娘!结果!帅气的新郎%美丽

的新娘被砸得落花流水!众人是乐了!可婚礼

中的新郎%新娘却尴尬不已!从头上到身上流

淌着鸡蛋清和鸡蛋黄!别提多狼狈了$ 看着新

郎为躲避袭击而东躲西藏的场景和新娘委屈

而无奈的表情!真想说别再用鸡蛋&袭击*婚礼

了$有人说婚礼要有人闹!不闹不吉利!热热闹

闹闹婚礼无可厚非!但用鸡蛋&袭击* 婚礼!笔

者以为不妥$

一则浪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向

来把浪费食物视为一种丑的行为!认为那是对

上天的大不敬$ 鸡蛋乃营养丰富的食品!是供

人们食用的!可不知何时!鸡蛋成了婚礼上的

恶作剧道具!把一颗颗鸡蛋稀里哗啦砸向婚礼

中的新郎%新娘是对食品的极大浪费$

二则不文明$ 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每

位准新郎% 新娘都花费了一番心思准备婚礼!

既为自己也为客人留下一个美好的人生记忆$

在婚礼中! 从不施粉黛的新郎也要打扮一番!

新娘对妆容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有的提前一

两个月就开始养颜美容!待到举行婚礼的头一

天晚上几乎是在美容店度过的!盘头%化妆%穿

婚纱..足足花费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只为

婚礼那一刻的绽放$ 可有的新娘刚一下花车!

甚至连婚礼都没来得及举办!就被一颗颗鸡蛋

砸中!顿时妆容全毁!别说绽放!就是向大家展

示一下也不可能了!这该多让人闹心/ 有的新

娘在婚礼上被突如而来的鸡蛋砸得面目全非!

这种闹法真不文明$

三则污染环境$ 当喜庆的婚礼被鸡蛋&袭

击*后!婚礼现场乱作一团不说!地上一摊黄一

摊白的!特别难看!走上去还容易滑倒!既不安

全又污染环境!真是不可取$

鉴于用鸡蛋&袭击*婚礼的足多不好之处!

笔者认为应文明闹婚礼!比如向新郎%新娘撒

喜钱%花生%红枣!让新郎%新娘讲述恋爱史!或

者让新郎% 新娘喝交杯酒..既热闹喜庆!又

文明体面!还能留下新郎%新娘美丽的瞬间$总

之!我们应选择一种文明闹婚礼的方式!别再

用鸡蛋&袭击*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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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有网友呼吁火车票站票实行半价!

得到众多网友响应!调查显示近八成网友支持

站票半价$有网友称!按照市场价值规律!没座

乘客没能享受与车票价钱所匹配的服务!因此

无座车票全价不合理$

在站票是否该降价之争中! 有的人主张

&降价才公平*!有人则宣称&不存在降价的现

实条件*$ 可以说!这是个应然与实然的矛盾$

&价值相当* 原则! 固然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规

则,但无奈!铁路运输业长期供不应求!且&商

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极低!&站票昂贵*仍遭抢

购!便是例证之一$

基于市场正义!火车站票当然该降价乃至

半价$ 只是!铁路运营者很少遭遇&被迫降价*

的压力+++即便站票卖出坐票的价!乘客既没

有议价能力!也少有替代出行选择$

应该看到!中国铁路运输业绝不是严格意

义上自负盈亏的商业主体!而是与公共财政有

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企$服务民众!而非盈利!

才是中国铁路的首要使命$ 特别春运期间!铁

路客运更该展露公益性一面$

由此观之!&站票降价* 不仅更显迫切!且

实现路径也变得明晰-通过专项补贴!或未来

制定&低红利上缴率*等手段!主管部门积极主

导火车站票的降价过程..当然!我们呼吁公

共财政!为铁路让利于民创造更多空间!不意

味着主张将其推回到前市场经济状态$在站票

降价上!主管部门有责任适当介入!是因为铁

路系统极少受到市场力量的约束!而&站票全

价*又显然是有悖正义的存在$ 所以!早点让

&站价*跟站票在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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