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
市控烟条例将于6月1日正式实
施。4月12日，记者了解到，“无烟
北京” 微信公众号12日正式上
线，市民可通过微信举报违法吸
烟行为，同时三种备选的劝阻吸
烟手势欢迎市民投票评选。（4月
13日《京华时报》）

我国控烟不力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比如行业体制的政企不
分、烟草业的强大阻挠、财政收
入对烟草的畸形依赖，以及法律

制度不够完善和控烟执法过于
疲软等。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原
因，带毒的“烟文化”、不健康的
生活理念以及孱弱的权利意识
等，则是“看不见”的阻力。

在这种语境下审视“史上最
严控烟令”， 无疑令人心怀期待。
条例不仅“严”和“全”，而且明确
了执法主体，强化了执法力度。尤
其是， 北京禁烟令通过多种方式
和途径，剑指根深蒂固、落后有毒
的“烟文化”。长期以来，香烟被赋

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 成了人际
交往、商业洽谈的润滑剂，甚至还
与身份地位、 气质风度等联系起
来， 人们心中几乎没有无烟文化
的观念。这种大环境下，人们没有
勇气和底气向吸烟者说不。

所以， 千万别小瞧了社会公
众对被动吸烟说不的力量，从某种
程度上说，控烟阻力越是“看不见”
越是强大，要想真正控烟就必须从
落后的文化和习俗上动刀。“请停
止”、“不可以”、“我介意”， 这三种

劝阻手势不管最后敲定哪个，经过
此次大规模的宣传和征求民意，都
会让不吸烟的观念沉淀到更多人
的思想和行为中。 处罚不是目的，
控烟也要“攻心为上”。

戒烟难，戒烟草经济更难。如
果社会公众和职能部门都有理直
气壮向公共场所吸烟说不的信念
和勇气，法律的“牙齿”才能真正
发挥作用， 更能倒逼政府逐渐摆
脱对烟草经济的依赖， 从而进入
良性循环的新常态。 ■陈广江

国务院办公厅13日发布《关于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环境，不得以招商引资、发展经
济等为由对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设
置障碍。(4月13日《法制日报》)

提到安全生产，想必大多数人
都会心有余悸地联想到前几天福
建漳州PX项目爆炸。该事故再度引
发了关于PX项目安全性的讨论。事
实上，这已经是该项目开工两年内
的第二次爆炸事故。 重蹈覆辙，是
PX本身的安全性过低么？ 其实未
必。曾参与第一次事故调查的人士
说，两次爆炸都是因为设备存在的
材料问题。这亦即说，两起事故实际
上都是安全监管不到位、设备质量
把关不严造成的责任事故，与PX安

全系数高低倒是没太大关系。道理
上也应是如此：比PX危险性更高的
化工产品还多得是，但安全监管到
位就不会频发事故；而假如安监工
作稀松，看起来很安全的面粉厂也
会发生爆炸事故———2014年9月24
日安徽淮北一家面粉厂发生爆炸，
造成8人受伤，其危害一点也不弱。

痛定思痛， 自然而然的想法
是，如果真的能够加强安全生产执
法，那么，很多事故一定可以避免，
至少不会因为同样的原因造成愈
演愈烈的事故。古人尚且知道亡羊
补牢，今人缘何反而不能吸取教训
呢？很大原因正是在于“招商引资、
发展经济”在某些地方是压倒一切
的头等大事，其中也包括压倒了“安
全生产”。以漳州PX项目来说，这项
工程总投资137.8亿元，曾因高速建

设而被当地称为“古雷神话”。今天
看来，速度确实够快：环保部的处罚
与第一次的爆炸事故都没能令速
度降下来———高速建设带来了经
济高速增长，结果也让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几乎成为了必然。

不要问必要的安全监管与执
法哪里去了， 在某些地方，“招商引
资、发展经济”不仅是思想意识上的
政治焦虑， 还是实际行动中的政绩
压力。据《人民日报》报道，2014年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33个开
发区进行了暗查。 不少地方政府招
商引资时，踩踏安全底线、作出无理
承诺。因此，也可以说，安全事故的
隐患在招商引资时便已埋下。 在这
样的地方性行政氛围中，安监执法
根本不可能硬得起来。

有鉴于此，《通知》索性将捅破

某些地方政府的“天窗”，明确不得
再以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作为抗拒
安监执法的“挡箭牌”。这也相当于
给了地方安监执法部门一柄“尚方
宝剑”。同时，《通知》还要求加快制
修订安全生产强制性国家标准，逐
步缩减推荐性标准，如此便可抬高
安全生产红线， 防止地方政府滥用
权力， 以牺牲安全生产作为招商引
资的代价。

明确安全生产的执法责任，限
制自作主张的地方权力， 必定能有
效防范、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事故
也从反面提示：以牺牲安全生产环
境换来的招商环境， 最终会自食其
果、得不偿失。同时，因事涉公共安
全，还须加强公众参与、舆论监督，
方能给安全监管再上一道保险。

■本报评论员 赵强

余以为

视点华
声 招商引资不能再牺牲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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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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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手持汽油瓶， 冲进老旧
居民楼意图轻生，就在汽油飞溅、
火苗点燃之际，80后民警吉湘林
挺身而出， 在男子点燃汽油的时
候将其扑倒，消除了火灾隐患，自
己却被严重烧伤。

目前， 省公安厅已向公安部
为其申报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
模范荣誉称号。此前，衡阳市委、
市政府已发出号召， 要求全市人
民向吉湘林学习。

男子持汽油瓶欲烧楼

吉湘林， 衡阳市公安局雁峰
分局广场派出所副所长。 他出生
于1980年，2006年担任白沙洲派
出所副所长，2010年至今担任广
场派出所副所长， 曾是雁峰分局
最年轻的副所长。

2014年11月13日下午5点，
衡阳市公安局雁峰分局广场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雁城路68号
居民楼内有一名男子手持汽油
瓶，准备自焚。民警第一时间赶到
了现场，但是男子情绪激动，民警
多番劝说无效。在对峙的过程中，
男子将汽油泼洒在了305号房间
的地面和床单上， 他手上还有一
个打火机，危机一触即发。

衡阳市公安局雁峰分局广场
派出所民警刘光春立刻将情况反
映给了派出所，请求支援。

雁城路68号居民楼共5层，已

有几十年的历史， 楼内房间紧密
相连。 岳屏社区居委会主任付灵
芝说，68号居民楼住有25户约60
多名居民， 整栋楼超过200户居
民。一旦男子点火自焚，居民楼将
非常危险。 得到处警民警反馈的
现场情况后， 正在值班的吉湘林
带领民警火速赶到事发现场。

关键时刻冲上前扑倒他

吉湘林一面组织民警疏散楼
内居民，拉起警戒线，准备灭火器
和湿棉被； 一面亲自上前对这名
男子进行劝说， 试图阻止对方轻
生。 但男子始终不肯放下手中的
汽油瓶和打火机， 房间内弥漫着
刺鼻的汽油味。 虽然楼内的居民
已被基本疏散， 但少数行动不便
的老人还来不及撤出。

下午6点，楼下传来消防车的
声音， 男子听到后， 情绪突然失
控， 打开汽油瓶点火后往外泼了
出去，顿时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火花四窜。

刹那间， 吉湘林抱着早已准
备好的湿棉被毫不犹豫扑了上
去，将湿棉被盖在男子身上，全力
保护对方，争取控制火苗。可是，
男子手中的汽油却泼到了吉湘林
的面部及身上。 火苗迅速窜到吉
湘林身上， 吉湘林顷刻之间成了
“火人”。 增援民警和消防官兵立
即上前扑救，将火扑灭。

火虽然灭了， 但吉湘林也被
严重烧伤。“吉所长面部漆黑，脸
上的皮全都掉了，全身发抖，手指
上还在滴血。”一同处警的广场派
出所值班民警蒋爱学回忆，“人都
烧成这样了， 但他还嘶哑着声音
说里面还有一个人（要救），听得
我心都碎了！”

嫌疑人欠赌债报复社会

随后， 吉湘林被火速送往南
华附一医院烧伤整形外科接受
治疗， 经诊断， 吉湘林全身烧伤
面积超过25%， 头部烧伤面积超
过85%，面部、四肢烧伤等级分别

达到3度、4度， 为特重度烧伤和
重度吸入性损伤、 烧伤性休克，
生命垂危。

事后，警方通报，自焚男子只
受到轻伤，附近居民无一受伤，整
栋居民楼未受到任何财产损失。

根据警方讯问笔录， 记者得
知犯罪嫌疑人为刘某，1984年3月
出生，衡阳县界牌镇人。刘某曾在
广东深圳打工，因为赌博欠下了2
万多元债务。事发前，刘某在家中
受到父母的责骂和训斥， 准备自
焚并意图报复社会， 随后带着两
瓶汽油来到衡阳市区， 来到了雁
城路68号居民楼。

■记者 陈昂

轻生男烧楼瞬间，民警扑上去
民警吉湘林被汽油泼身烧成“火人”，获救时嘶喊着“里面还有人”

吉湘林在病床上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赵持 摄

4月8日，记者走进
吉湘林的病房，病房不
大， 却布置得十分温
馨，不仅摆放了很多绿
色植物，房间的墙上还
挂满了社会各界的题
词和赠语。

吉湘林躺在病床
上，曾经帅气的脸上重
新长出了布满血丝、伤
疤的皮肤，但右耳还缠
着绷带，此情此景让人
心酸。 医生告诉记者，
南华附一医院专门为
吉湘林成立了抢救小
组，还邀请了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内权威烧伤
科专家夏照帆教授赶
来衡阳指导治疗 。目
前，吉湘林已经脱离生
命危险，转入了缓慢的
康复期。

现在的吉湘林还不
能长时间说话， 但他告
诉记者， 如果能再选一
次，他还是会冲上去。

链接

“如果重来，
还会冲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