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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拧紧责任心这颗“螺丝钉”
林坤
对于7月26日发生在湖北荆州安良
百货公司手扶电梯“吃人”一事，荆州市
安监局通报称，发生事故5分钟前，商场
工作人员就发现电梯盖板有松动翘起
现象，但并未采取应急措施。 此前曾有
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商场正在做电梯检
修， 但检修完后工作人员只铺了铺板，
忘记上连接螺丝。
惨剧的过程正好被监控拍了下来，
在网络上疯传，看得人心有余悸。 谁会
想到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会大商场里
遭遇如此横祸、生离死别呢？ 有网友哀
叹：生得计划，死得随机，真可谓一语道
破。 责任心随处缺乏的社会，一颗螺丝
随时会引发一场震动所有人的灾祸。

回顾以往， 很多电梯事故追查到
底，都跟螺丝钉有关。 2009年12月，深圳
地铁1号线国贸站5号手扶电梯突然逆
向下行，致使25名乘客受伤，原因正是
扶梯主机固定螺栓松脱；2011年， 北京
再次上演同类事故，也一样是固定零件
损坏。 广东省电梯学会曾表示，“电梯出
问题， 相当部分的原因出在螺丝拧不
好！ ”螺丝虽然只是整部电梯千万个零
件当中的一个，然而只需要一点不上心，电
梯伤人、 吃人就会像躲在暗处的猛兽，
时刻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螺丝钉引发的事故也不止电梯上
面。 2010年6月，深圳东部华侨城“太空
迷航” 项目一颗螺丝断裂， 造成6死10

伤；2011年2月，韩国一列高速铁路列车
脱轨，原因是铁路工作人员在进行线路
转换作业时，由于螺丝松动，误将线路
设置错误；2012年12月， 日本山梨县公
路隧道坍塌，9人死亡，坍塌主因竟然是
吊挂隧道天花板的螺丝脱落……
不负责任是可怕的，所以各行各业
有严密的操作规程来确保全流程的责
任落实到位，可惜这些规范总是因为种
种人为因素成为一纸空文。 在荆州的事
故中，假如踏板螺丝能紧好，假如商场
工作人员能够及时提醒，假如人掉进去
后电梯能够紧急制动，就不会出现噩梦
般的一幕。 但正是因为这么多的假如没
有成真，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当所有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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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同时叠加在一起，将会造成无法挽
回的恶果。 因此对于任何潜在隐患，都
必须守好每一道责任防线，不可掉以轻
心。 不然按照墨菲定律的说法，担心可
能发生的事故，是一定会发生的。
据媒体报道，如今我国电梯保有量
已经超过300万台，每天有超过2亿人乘
坐电梯。 按照15年使用年限来计算，其
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老龄化”， 带病运
行。 这意味着突发事故的可能性增大。
加上平时维护保养不到位，又没有强制
报废制度，电梯已经成了隐患很大的公
共基础设施。 从这个角度看，要让荆州
惨剧不再重演，从制度到市场，从企业
到个人，提升责任心仍有待破题。

有啥说啥

总算有了部“好人法”
北京首次草拟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
服务条例(草案)》，今后遇街头突发病症，患
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
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 也就是，要反诬救
人者，就违了法。
总算有了部《好人法》，希望这样的好
人法能解街头想扶不敢扶现象， 也希望如
今大街上无所不在的电子眼， 都起到正面
的证据作用。
文/图 美堂漫画

“

“
9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
兵期间， 北京将启动重大活动空气
质量保障方案，标准将参照APEC期
间的保障方案， 相关地区钢厂减产
30%。 ”
—据钢厂人员透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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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我去过现场”能说明什么？
赵振宇
武汉市刚刚结束的电视问政，正在
全国其他地方得到效仿。
电视问政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
揭露短片曝光， 或现场反映问题时，常
能听到台上的官员说“我去过现场”之
类的话。 每当此时，主持人、现场观众和
电视机前的市民们都会表示一丝敬意，
仿佛感受到领导干部深入实际的好作
风。
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要
管的事情很多，要处理的问题和矛盾也
不少。 能够在随时发生和应对突然的提
问，说出
“
我去过现场”之类的话，确实不容
易（说假话、打马虎眼的不在此列）。
问题是，“我去过现场”有用吗？
我曾在外地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位
分管社会福利院的副市长说过，“我每

年都要去两所福利院”，“什么时候去？ ”
“逢年过节，送去慰问品”……我问：“这
座城市有多少所福利院？ ”回答“23所”。
“按每年去两所福利院， 需要10年以上
的时间……”我接着问“每次去福利院
是谁安排的？ ”回答
“
由民政局安排……”
武汉的电视问政进行了5年， 取得
的成绩有目共睹。 武汉晚报记者对5年
时间的40场电视问政共计50个主题进
行了统计，“责任难落实、 管理不规范”
提得最多，现场回应时“问题”一词频次
最高（据2015年7月13日《武汉晚报》）。
试图凭着一场电视问政就把武汉整个
城市或一个辖区的所有问题都解决，那
是不切实际的，人们也不会有那样的奢
想。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有些场
景、 有些对话、 有些问题近5年几乎没

变，此时此刻，仅凭一句“我去过现场”
能通得过么？
“我去过现场”反映的只是一种状
态，表现的是过去时。 至于他是怎么去
的、去了干了些什么、效果如何、现在情
况怎样等等这一切都无从得知。
是否去过现场，并不重要，甚至能
否在镜头前有风度也不重要，重要是两
点，一是为官者是否有责任心，按现在
的话说，就是要“三严三实”；二是面对
困难问题， 要制定科学有效的机制、方
法，保证任务完成。
人总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中成
长完善的，但愿“我去过现场”不要成为
下场电视问政的口头禅。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武汉市
人民政府参事

“
‘政府’忘了一件事情，法律最
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
义， 不是为了执政者维持秩序而
已。 ”
—蔡英文支持台湾反课纲高
——
中生时说
“公路高收费的原因，是背后高
昂的支出、效率的低下。 以收费站为
例，编制有113个，每年收费大概是
1000万， 仅给职工发工资这一项每
年就花掉400万，这些人都是我们老
百姓养着的。 ”
—郎咸平评高速公路收费
——
“散户，到了该远离股市的时候
了！ ”
—财经传媒人刘晓博说
——

著名作家伍剑“开课”为孩子讲作文

本报“名师面对面”活动反响热烈
上周六，本报联合万科汉口传奇举
办的“名师面对面·放飞创想力”活动成
功举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伍剑亲临现
场，为众多家长和孩子带来一场生动有
趣的作文课。 活动结束后，不少家长对
该活动赞不绝口，称通过短短几个小时
孩子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
7月25日下午2点， 本次活动在万
科汉口传奇营销中心正 式举 行 。 现场

的 临 时“课 堂 ” 座 无 虚 席 ， 不 少 家 长
和 孩 子 都 拿 出 笔 记 本 ， 等 待 伍剑老
师开讲。
“想要孩子能在作文大赛中脱颖而
出， 首先要想办法在作文选题上下功
夫。 ”伍剑在讲座中首先谈到作文竞赛
中值得注意的技巧，获得了在座家长和
孩子的共同关注。随后他还从孩子平时
文学素养的培养、作文水平的提升等方

面进行深入讲解。 此次讲座在持续近2
小时后结束，不少孩子依然感到意犹未
尽， 纷纷就作文知识向伍剑提问请教。
同时， 伍剑还为到场家长和孩子签名，
并开展丰富互动。
“今后武汉晚报组织的讲座活动我
都会来参加。 ”家住武昌积玉桥的刘女
士说，她为了听伍剑老师的讲座，一大
早就带孩子从武昌赶到汉口，听完课后

”

孩子确实学到不少东西。
文脉传承离不开学府人文的滋养，
万科汉口传奇 【唐樾】1公里辐射范围
内，从幼儿园到中学，教育院校多达近
20所，新华下路中学、武汉市砺志中学、
武汉一中等省级示范名校，给孩子提供
全面、优质的教育资源。
文/吴宗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