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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杭州市左岸花园小区门口!每天停着一辆

破旧的小面包车! 它的任务就是给一辆法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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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车位" 法拉利的车主说!家有
"

辆车!两辆停家里!一辆

停地下车库!一辆停上面!但小区车位太紧张!#我也是

被逼出来的$ %

这年头!#买得起马配不起鞍% 的事情早已见怪不

怪& 毕竟!一个车位动辄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比一

辆中档轿车还贵!相信买得起车却买不起车位的大有人

在&但是!开着价值几百万元的法拉利!却买一辆破面包

车来霸占小区的公共免费车位!这样的奇葩车主还真是

头一回见&当然!这名车主确实有他的#苦衷%'家里车太

多了!自家两个车位!外加地下车库一个!还不够用!#被

逼出来的%& 瞧! 说得振振有词! 听来却令人十分反

感()*你富得流油居然还想着法子占用公共车位!这不

是找骂么+

如今!一些富人常常抱怨社会仇富心理严重!却很

少想过公众为什么仇富, 其实!只要富人遵纪守法且有

公德心!有多少人会-仇%你呢+ 而恰恰是为富不仁之风

盛行!才抹黑了富人形象!并加剧了社会的仇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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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城管部门规划!设立!管理合法摆摊

区域的权力"摆脱对高压执法的依赖"让城管

和摊贩从对立走向合作"打开双方的死结#

新华社报道!临武不幸死亡瓜农邓正加的

遗体!初步检验显颅内有伤情&

'$

日下午!临

武县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局长.党组书记胡郴和分管执法的党组副书

记邹红卫的职务& 临武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

罪!对瓜农邓正加死亡事件的廖卫昌.袁城等

/

名涉事城管工作人员实施了刑事拘留&

颅内有伤情这一结论!说明邓正加死前脑

部曾遭受外力伤害& 临武城管官员被免!

/

名

涉事城管被刑拘!初步还家属一个公道!对邓

正加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告慰&

城管向瓜农狠下毒手!这不是个案!现实

中!城管在执法中致人伤亡的事件屡屡发生&究

其原因!固然有城管个人的因素***一些地方

城管招募把关不严!导致许多素质低下的人进

入城管队伍&加之!对于城管在日常执法的暴力

行为!许多地方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鲜

有以零容忍姿态!一个不漏严厉追究的&这种宽

容和偏袒助长了一些城管的违法气焰!导致-小

恶%一天天不断累积!最终酿成-大恶%&

如何从机制上保障执法的文明!这是包括

临武在内的许多地方!都急需解决的问题& 不

过也要看到! 消弭城管商贩间的矛盾冲突!解

开他们之间的死结!仅仅是从执法层面!通过

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的人性化来解决!远

远还不够& 我们更需要反思和改进的!是城市

管理的理念和体制&

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过多地强调的是城

市的整洁与秩序!将摊贩的生存问题!置于可有

可无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摊贩在

各地被严禁!即便存在农民进城直销需求的三

四线城市!同样严管摊贩&例如临武在闹市区为

进城农民开设了临时销售区!但当地农民抱怨!

政府划定的区域太小&严管之下!使得摊贩处于

普遍性的违法状态!这就导致城管和摊贩间长

期的游击战!也给权力寻租留下余地!在临武!

摊贩只要向城管进贡!就能相对自由摆摊&

在城管机构的设置上!过多强调了-管%!

忽视服务的功能!这直接把城管推到了摊贩的

对立面& 在上级部门市容的考核压力下!城管

部门即便有心!也不敢对摊贩手下留情!对于

摊贩的合理诉求!不是采取接纳引导!而是一

味采取高压政策! 当摊贩不断抗拒执法后!上

级部门考虑的不是适度妥协!而是试图改进城

管装备!让警方为城管护航等强硬手段!迫使

商贩屈服!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城管与摊贩的冲突!酿成了一个又一个生

命的悲剧!血的代价已付出太多!我们该痛定

思痛!考虑改变城市管理理念和体制了&

我们的城市! 应当给摊贩更多生存空间!

让合法摆摊成为可能& 路边摊贩的久禁不绝!

一方面是源于摊贩求生存的本能! 另一方面!

也表明城市居民生活!也离不开摊贩&生存.生

活!这些民众基础性的权利!要远远高于城市

的整洁与秩序!应将它们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对于城管部门!需改变职能定位!从强硬

的秩序维护者!变成柔性的服务引导者& 赋予

城管部门规划.设立.管理合法摆摊区域的权

力!摆脱对高压执法的依赖!让城管和摊贩从

对立走向合作!打开双方的死结&

总而言之! 一个城市与小贩之间和谐共

存!不是没有可能!关键在于!我们的城市管理

者能不能拿出勇气和智慧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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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

月
%5

日!美国底特律政府因过

高的负债率/

%5$

亿
6'$$

亿美元0而申请破产!

该案或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破产案& 这座曾

经辉煌一时的-汽车之城%!眼下荣光不复存在&

大批中产阶层人士搬离! 市郊大片区域荒芜破

败& 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一片萧条&

上世纪中叶鼎盛时! 底特律的人口达到了

%57

万!是美国最繁荣的几座城市之一& 但是!随

着汽车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它的人口

不断萎缩!目前只剩下区区
&$

万!成为美国过去

/$

年中人口缩减最多的城市& 本世纪以来!底特

律也曾想跟上信息革命的步伐! 提振城市经济!

兴建康博软件总部.翻建通用汽车总部所在地文

艺复兴中心大厦.新建赌场及体育场等!但总体

规划不足!步伐迟滞!未能找出和充分彰显本地

特色及发展优势&

'$$5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让底特

律经济雪上加霜!房产泡沫破裂.住房空置率上

升.汽车销量下降.工资水平下降.企业偿债能力

下降.三大汽车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或重组.企业

大量裁员.失业率攀升!-鬼城%应运而生&

底特律市政府的破产!并非偶然& 一方面!

市政当局乃至整个城市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对

汽车制造这一单一产业的过度依赖! 也自然而

然地成为当地该产业盛极而衰的牺牲品& 产业

衰落.人口外流.税源枯竭!对市政公共服务职

能和支出的需求却难以即时削减! 财政包袱越

积越重!替代产业发展规划更是有心无力& 申请

破产前!底特律的税负比例已高居美国
7$

州最

大城市中的第
8

位& 另一方面!市政当局对城市

-软实力%建设一直投入不足!以至于长期难以

扭转当地种族矛盾突出. 教育入学率低和治安

事件频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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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市成为美国暴力犯

罪率最高的城市& 城市品牌失效与资金流失加

剧形成了恶性循环&

当然!底特律市政府申请破产保护!以市场

经济规则应对城市发展危机! 也许是不让当地

纳税人直接为城市破败买单的最好办法& 接下

来! 该市政府很可能会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

严密监控之下!重组债务.紧缩公共财政支出.

降低公务人员薪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等!

直到令人-满意%为止& 从该案中!我们需要借鉴

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切不可只是将此当作

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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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

夏夜里! 萤火虫划过夜空的场景

很美& 但是由于萤火虫是对生存环境

非常挑剔的物种!所以!现代城市中的

人们基本上只能通过文学作品的描绘

来想象此番场景& 但总有些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人! 不顾萤火虫的

死活! 硬是要创造出 -湖上秋风聚萤

苑!门前春浪散花洲%的景致来&

据多家媒体报道! 青岛中山公园

为了让人们在城市里也能看到萤火虫

飞舞的情景! 从广西引进了一万只萤

火虫&然而!这些美丽的小虫仅在青岛

待了
#

天就有一半死去&园方解释说!

引进之前就了解过萤火虫的死亡现

象! 萤火虫成虫只能存活
&

到
%7

天&

首批萤火虫从广西到青岛的路上就走

了两天! 部分萤火虫实际已经到了寿

限! 再就是大量游客观赏萤火虫时使

用了闪光灯! 这也加速了萤火虫的死

亡&

从广西到山东!别说是萤火虫!就

是人! 因为环境气候的变化也会有诸

般不适& 人们都知道-南橘北枳%的道

理!这回!可怜的萤火虫因为其自身的

美丽! 不幸在前述成语故事发生几千

年后!充当了一把昆虫界的-南橘%&

更令人发指的是! 公园方面还表

示! 他们已经给广西的萤火虫繁殖基

地报了增加萤火虫的计划! 一直到
5

月
'7

日! 每周都会从广西补充
7$$$

只萤火虫$

真是罪过罪过&已经死了
7$$$

只

左右!还要源源不断地补充!青岛中山

公园是想把自己变成萤火虫的地狱

吗+ 园方就算不懂昆虫学!那么!尊重

客观. 尊重科学这么简单的道理懂不

懂+ 什么都不懂的话! 总听说过 -和

谐%!而大批量死亡的萤火虫显然一点

都不和谐&罔顾事物发展规律!拍脑袋

决策不计后果! 这根本不是我们党一

贯倡导的作风&

此前! 各地都有过没有科学知识

的群众盲目放生! 导致生态失衡的事

件&人们好心办坏事!搞来大量飞鸟爬

虫等动物!满足自己所谓的-善念%!实

际上对这些动物而言! 之前的抓捕和

随后在并不适应的野外辗转死去的过

程都是极其痛苦的!与-善%彻头彻尾

背道而驰&

搞萤火虫景观显然不是为了行

善!而只是营造所谓的浪漫!其最终目

的还是吸引眼球!继而产生经济效益!

最好还能在年终报告上添上一笔& 但

这种建筑在数以万计的小生命死亡之

上的浪漫实在太过残忍& 不要认为不

过就是一些小虫子!死就死了没关系&

人与虫在大自然中有各自的位置& 萤

火虫发出的是生命之光! 人类请不要

把这光亮变成黑暗&

!瓜农之死"能否推动摊贩解禁

破车占位 富人还要挤占多少公共资源

底特律破产并非偶然

这种浪漫很残忍

!

吴金彪

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两个年轻人却一直打

不到车去车站!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位女车主主

动停车招手将两人免费送到了火车站& 更让人

-心灵触动%的是!好心帮忙的女车主并不顺路&

事不大!却很温馨& 遇到别人着急赶路!载

他们一程! 把他们送到目的地! 确实是举手之

劳!正如车主刘女士所言-这是小事情!不用在

意& %但这样的-小事%在如今社会却显得弥足珍

贵!因为扪心自问!这样的-小事%我们很多人都

做不到&

现在!城市高峰时段打车难已不新鲜& 眼望

着路口的人拼命招手却打不到车! 很多私家车

主的选择往往是疾驶而过!哪怕不忙!也很少有

人停下来问问& 一个更加普通的例子是!大街上

陌生人问路不得! 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陌生人

所问的地方!用手一指或者说一句话即可!然而

却装作没听见!匆匆而过&

-善小不为%似乎总有一堆理由'社会环境

不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万一惹上麻烦怎么

办+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当下社会的一些-阴暗

面%以及一些让好人伤心的事似乎也支持了-善

小不为%者的观点'一瘸一拐的乞讨者得到路人

施舍的钱财后站起来健步如飞地跑了! 好心人

扶起摔倒的老人后却被冤枉12

这些人和事在-透支%着我们的善举!但不

能让它们-搅动%我们的为善之心, 因为社会中

还是好人多!帮助别人!在让被帮助者感到幸福

的同时!自己也会收获快乐, -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的生活环境,

-以后有人遇到困难!我还愿意帮忙, %好心

女车主停车的那一刹那可能根本没有想太多!

也许在她看来!-能帮就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试想!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女车主一样形成这

种-能帮就帮%的习惯!我们的社会环境又会发

生什么变化+

善小可为, 在为女车主鼓掌的同时!我们是

否也能做点什么+

为善不只是!好心车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