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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监测数据不是"橡皮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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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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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月 "# 日!最高法"最高检
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其中规定!重点排污单位篡
改" 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
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
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
物的! 应当认定为 &严重污染环
境'(实施或参与实施篡改)伪造
行为的人员应当&从重处罚'%
为了掌握第一手污染数据!
环保部门在一些重点排污单位设
置了自动监测设施! 此举一方面
在于加强针对企业的监督!另一方
面也可以据此评估污染情况!从而
有针对性地制定 环 保 措 施 和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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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颜有术
华心怡
! ! ! ! 不知不觉! 柴米油盐的市井生
活!倏然便成了争奇斗艳的秀场!那
么理直气壮%这个月!最立竿见影的
+化妆品'美图秀秀在香港上市%
没错! 没有任何一款日系)韩
系)欧美系的化妆品能比+美图'更
+点石成金'%只要动一动手指!人们
就能变得更美% 脸蛋更白! 下巴更
尖!脸颊变窄!眼睛变大!当然!还能
想怎么瘦就怎么瘦%在中国!美图及
其相关应用已拥有近 %,& 亿用户%
根据今年 # 月的统计! 社交媒体上
传播的照片中! 有一半使用过美图
的编辑软件%
社交网络! 本就是半梦半醒间
的美好%比起国外的美颜工具!美图
是加倍强大!并深谙中国特色的%它
所设定的美!或者说女性美!主要是
以国人眼下的审美趣味为标准的%
在微信上! 总有一些熟悉或陌生的
朋友!用一张张美丽的自拍!表述着
她们某一时刻陶醉的心情% 如果冷
酷的现实! 不要总在最后关头唤醒
肆意的沉迷!该有多好% 多半时候!
与真人坦诚相见时! 总叫人忍不住
感叹. 那些美得不像话的照片到底
是谁这个时代!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注重+颜面'% 数据提供者欧睿信
息咨询公司称! 从 "$!$ 年至 "$!&
年! 美容和身体护理产品在中国销
量增长一半多! 年销售额逾 &$$ 亿
美元% 而汇丰银行的一份行业报告
显示!在中国!整容业的主要客户在
*& 岁以下% 而在美国!)$-的整容者
超过 *& 岁% 智能手机应用的流行!
显然是一个促因! 它鼓励人们审视
自己的照片%
追求美!自然没有错%向来只有
丰衣足食!生活安渥!人们才会有闲
情逸致去关注美丽%只是!用一种虚
拟的偏执!转移人们的情志与关注!
比起另一些可滋养生活的丰厚精神
寄托!显然并不显得更加高明%
我们所需要的! 是一种充满朝
气!真真切切!健康的美丽!秀外慧
中% 至于对我这个不那么新潮的电
子设备使用者来说! 那个自动拥有
美颜效果的手机前置摄像头! 已常
常让人困扰% 有时我是真的想看看
面部过敏红疹的发展情况! 不要总
是给我一片毫无破绽的美好%

划% 随着环保执法力度不断升级!
环境监测数据的意义不断放大!
成为高悬于企业负责人乃至地方
领导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年 & 月!国务院下发*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
核办法'试行($!对地方政府的+空
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和&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不仅将作为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而且未通过终期考核的地区负责
人将受到国务院领导的约谈% 环
境状况与制度问责的双重压力之
下! 环保日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一
项重要工作!然而!在各地纷纷积
极应对的同时! 一些异想天开者
动起了数据造假的念头%
企业在自动监测设施及数据

上弄虚作假的事时有发生! 环保
部对此多次通报! 并将此列入执
法检查重点!但此类事件依然屡禁
不止% 究其原因!相比企业超标排
放的巨大所得! 数据造假的处罚
力度过于轻微(更严重的是!出于
对地方利益的维护! 一些地方环
保部门对此置若罔闻! 甚至主动
参与% 最新的例子是!西安市环保
局长安分局 & 名工作人员用棉纱
塞堵空气采集器! 造成环保数据
失真!涉嫌环保数据造假!日前被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 建 设 方 案 的 通
知$提出的 !# 字方针是!&全面布
点!全国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
责'% 全面布点是为了数据全国联
网!进而实现自动预警!此举的关

键在于确保数据客观真实! 依法
追责因此格外重要% 环境监测数
据造假首次入刑! 意味着依法追
责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值得关
注的是! 构成犯罪的不仅有企业
数据造假! 政府部门干涉也被纳
入构成犯罪行为的范围% 如果说
前者旨在打击数据造假的具体行
为! 那么后者显然致力于使环保
数据远离行政权力的干预! 在地
方政府主导环保工作的管理体制
中!此举更有利于正本清源%
环保自动监测是为了缓解环
保检测人员人手少) 任务重的矛
盾!数据造假入刑之后!环保数据
的&含金量'进一步提高!要想从
根本上杜绝数据造假! 应进一步
加强数据抽查核对与现场监督执
法的力度%

行贿买官被问责!敲响吏治警钟
$%&'
! ! ! ! "# 日! 天津市通报了对中央
第十轮巡视回头看的整改情况%
根据通报! 天津市向圈子文化和
好人主义这个天津政治生态的
+顽疾'宣战!问责处理了 !" 名涉
武长顺案行贿买官人员%
卖官鬻爵!其巨大的政治风险
包括.所选非人!用人不当!搞坏一
个单位风气!甚至影响一个地区的
发展(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形成以

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圈子文化!将党
纪国法)公平正义圈在外面(逆向
淘汰! 用金钱开路的小人得志!真
正德才兼备而不屑走歪门邪道的
官员难以得到重用( 行贿受贿!挑
战法律尊严! 也破坏社会公序良
俗% 更可怕的是!行贿买官者不可
能做亏本生意!为了收回+贿本'!
赚取+利润'!他们必将变本加厉!
将腐败基因不断复制)传递%
对 !" 名涉及武长顺案行贿
买官人员进行问责处理! 既是让
他们为不良行为埋单! 也是对其

0每一
他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00
位党员干部! 尤其手中握有一定
公权力的领导干部!要+把纪律挺
在前面'! 更要固守法律底线!否
则必将受到法纪的严肃惩罚%
同时!我们也要适时对一些观
念进行纠偏00
0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 无论是公众心理! 还是司法实
践! 对行贿者的宽容度都要远远大
于受贿者! 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查
处受贿者!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买官者的问责预期%（连海
平 刊今日京华时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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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多一份投入!多一种学习!多
一些反思!多一点执着% '
+严自律!课堂拒绝手机(倡学
风!理想回归课堂% '
+学习吧!反正男生少得很% '
这三条校园标语!第一条来自一
个幼教公众号的+幼儿园标语大全'!
第二条和第三条分别来自两所大学%
先说说幼儿园的那条% 对幼儿
园的娃娃来说! 当然也可以讲讲励
志! 不过我以为更重要的应该是培
养良好的习惯% 曾经读过一篇短文!
说的是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
聚一堂!有人问获奖者在哪里学到
了最为重要的东西! 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科学家回答.+在幼儿园学到了
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把自己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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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弄堂里
摇铃声声
朱晓昆
! ! ! ! &门窗关关好!煤气关关好,,'
谁还记得这响亮绵长的声音!伴随
着清脆的摇铃!在上海的老弄堂里
夜夜回响我还有些记忆% 小时候!每每
吃过晚饭!) 点左右! 喊声和摇铃
声就会交替出现% 如果是夏天!开
着窗!声音便很响!有时候冷不防
还被吓一跳(到了冬夜!这声音还
是会从窗缝里顽强地挤进来!提醒
你!于是会下意识地再去查看一下
窗关紧了没有%
近日! 在黄浦区贵州居民区!
一支已走过 *$ 年的业余联防队引
起了媒体的关注% !+)# 年成立的联
防队!至今仍在这片有着百年历史
的弄堂里!每天晚上手持摇铃小喇
叭!边走边喊.+防火防盗!门窗关
好% '当然!第一批队员中唯一留守
的+邻居大哥'!如今已满头白发%
摇铃巡逻! 既是上海独有的老
弄堂风景! 也是最早概念的居民自
治% 身边 &$ 多岁的人!不少都有过
参与的经历% 一个同事说!和贵州居
民区不同! 那时他们完全是居民自
发排班的!每家每户轮流干!那个摇
铃就是接力棒! 三楼今天喊完了交
给二楼! 一栋楼轮好再交给隔壁一
栋% 他说!那时自己还小!怕难为情
不肯出声! 摇铃为主( 如果是奶奶
去!就大声地喊!很远也能听到%
摇铃巡逻!传承至今!不少地
方的操作方式悄然改变% 近两年!
在徐汇区的小马路上和虹口区的
小区里!我都曾陆续听到过% 不同
的是!阿姨们都是拿着扩音喇叭放
录音!大多是台风到来之前或逢年
过节之际!走一路放一路!提醒居
民关好门窗)收好花盆% 她们并非
每天都出来!但这些声音所传递的
关切!却是实实在在能感受到的%
这些阿姨!是来自传统的联防
队!还是居委会成员!抑或小区业
委会-还没有调查过%所幸!摇铃巡
逻作为最原始也最富温情的社区
自治方式!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保留
下来% 在人口流动和生活节奏都越
来越快之后!它将何去何从- 未来
的生存方式!是作为上海弄堂的符
号之一而象征意义更多一些!还是
作为社区管理的手段之一而越来
越专业化!如何保护!能否创新!需
要管理者的智慧%

由几条校园标语想到的
王纪铨
西分一半给小伙伴! 不是自己的东
西不拿! 东西要放整齐! 吃饭要洗
手!做错了事要表示歉意!学习要多
思考!要仔细观察大自然,,'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位科
学家的观点!那就是良好的习惯使
人受益终生% 对幼儿园的娃娃来
说!于细微处润物无声地培养他们
的良好习惯!使他们逐渐懂得要守
规矩! 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实
在要比空讲那些他们还不懂的+投
入'+反思'和+执着'重要得多%
再说说大学那条+严自律!课堂
拒绝手机(倡学风!理想回归课堂'!
倒是既涉及自律和规矩!又升华到学

风和理想%不过到了要用校园里的大
幅标语来大声疾呼的地步!缺乏好习
惯)不太守规矩的大学生也许就不是
个别的了% 而要呼唤理想的回归!是
否说明了大学校园中存在着理想失
落的状况- 对此!一位在中学校长岗
位上的特级教师直言! 标语颇煞风
景% 我们是否应该对从幼儿园就开
始!小学)初中到高中从不间断的理
想教育的实效性打个问号最后说说另一所大学的 +学习
吧!反正男生少得很'% 我曾就上面
两条大学校园标语与几位大学生闲
聊%有意思的是!无论男生女生!都表
示喜欢那条+学习吧'%一位品学兼优

的大四女生说.+我和周围的同学都
喜欢这条幽默的标语!朋友圈点赞的
特别多%与那些训导式语气的标语相
比!像朋友般轻松的交谈!既点到了
姑娘们的内心小世界!又给那些想当
学霸的同学多找了条理由!真是好创
意/'一位男生则说!这条标语其实也
释放了爱学习的姑娘们喜欢爱学习
求上进的男生的信息!也+倒逼'我们
男生要在学习上多使点劲头%由此看
来!这条看似轻松调侃的+劝学'标
语!还真有些+洪荒之力'呢/
如果有时间!到幼儿园)小学)
中学和大学校园去走走!看看那些校
园标语!倒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