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上今年，这是我在北京过的第五个春
节了。北京的冬天曾给我美好的记忆，蓝天
白雪、阳光灿烂。今年 !月 !日从台北到北
京，天气真令人沮丧，我拍的照片很少能见
到楼顶，都在雾霾中。有一天，风、雪、
雾、霾齐至，像是开气象博览会。

污染是所有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地区都有
过的痛，台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工业
化，也曾有过重大环境事件。大陆人口众
多，环境污染的恶果会更大，一旦爆发是可
怕的。因此环境安全太重要了。

因为台湾四面环海，霾害的影响不大，
这几天北京的霾是我有生以来首次经历。北
京的霾是复合式污染的结果，治理也要是复
合式的，从提升汽油的品质、煤改气取暖、
防堵生产性污染等多方面入手。

至于春节放烟火爆竹，禁能禁得住吗？
这么多年的传统了，当然当下的天气情况，
要禁是能获得最大支持的，但是也要考虑民

俗，考虑能否长久执行。既照顾传统，又兼
顾环保的权宜之计是：禁不如管。

台湾不禁烟火爆竹，但各县市都有管制
条例，比如一般晚 !"时后禁止燃放，医院、
图书馆、车站、码头或公告的地区不得燃
放，特殊民俗活动要大规模燃放爆竹烟火，
要提前申请，告知种类、数量、安全防护措
施等，经常是燃放的同时，消防车在外围待
命救援。

解决污染问题重点不在放不放爆竹，提
高全民的意识，发挥环保社团的作用很重要。
台湾已经走过了这个历程，有些经验可以给
大陆参考。比如主管机关会护短，遇到问题会
搪塞，环境的一些数值的术语啊老百姓也听
不懂，但如果环保社团具有科学的工具与手
段，可以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也可以向社会
大众普及环境知识，起到开启民智、监督管
理部门的作用，这对一个地区的环境安全非
常重要。 本报记者 陈晓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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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鞭炮是中国人年节的一个习俗，

也被一部分人提升到年符号的层面：不

放鞭炮那还叫过年？当我们换一个表述

来看待，放鞭炮就是以火药、铝粉、镁粉

做基材，用纸质做载体，裹紧压实为一个

固体，再用明火点燃，发出声响、呈现图

案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以“爆”取乐，完成

对感官、视觉和听觉的一过性刺激。

作为农耕时代的遗产，放鞭炮完成

的是增添节日气氛的功能。无论是城里

的院落胡同，还是村野的房前屋后，在没

有其他手段制造声响和有动感画面的时

代，放鞭炮的刺激是足够的，也是不可替

代的。但这个习俗的特征是他人制作，只

需点燃，瞬间梦幻般地震动与炫丽，余下

的依旧是沉寂和黑夜。比较春联、窗花、

饺子等年节习俗，放鞭炮既没创意，也没

精巧，更没有味道，存留的时间也是那么

的短暂，成为一个比较苍白的内容。

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在水泥森林

般的城市中，放鞭炮已成为不能承受之

重。鞭炮的噪声给已经天天过年般的城

市多添了一阵喧闹，震耳欲聋的爆竹声

并不比汽车、飞机那隆隆的机器声更美

妙，而分贝数却是惊人的高；放鞭炮对空

气质量造成的恶化，也让雾霾望其项背：

去年北京除夕夜#$%&'的峰值达到每立

方米!'()微克，比不久前的北京雾霾

#$%&'的峰值还要高'"*；放鞭炮带来的

对生命财产的破坏同样触目惊心。生产作

坊、运输货车、储存房屋、燃放过程中已经

发生的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放鞭炮就

是在“纵火”，其对生命的直接威胁绝不容

低估。

对于各地来说，放鞭炮经历了从全面

放开到全面禁止再到限制燃放的反复，民

众在此问题上的反应也日趋理性，从一味

诉求保留放鞭炮民俗，到逐渐接受有限制

地放鞭炮，再到近日主动提议重新思考探

讨城市关于放鞭炮的政策，充分证明了思

维方式的成熟，对客观情况的现实考量也

越来越影响人们的选择。我们不能简单地

依靠行政力量来调控，更应该相信共识的

力量。

当下，提倡自觉不放或少放鞭炮还是

一个不太容易做到的选择，那么建议市民

到远离城市的开阔环境适度地放一点儿

鞭炮是切合实际的。我们对民俗的依恋，

也应随着不断对欢度年节的新形式、新内

容的发现而变得科学、合理，深信会过节

的中国人是有能力找到比放鞭炮更饱满

的欢庆方式的。

苍白的习俗
沉重的代价

放
或
不
放

!

这
是
个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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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清楚雾霾的危害，什么是雾
霾？雾是在水气充足、微风及大气层稳定的
情况下，空气中的水气便会悬浮空中形成
雾，而霾则是指空气中悬浮大量烟、尘等微
小颗粒而形成的浑浊现象。#$%&'则是指非
常小的颗粒，这种颗粒微小到可以直至肺
泡，在肺泡中沉积有害气体，造成肺泡上皮
细胞的损耗。雾霾天气对人健康的损害如
同吸烟，长期吸入会对健康造成慢性损害。

平时生活，处在雾霾天气中可以使人咳
嗽导致气管炎，老年人会引发病毒性肺炎，
长期吸入则可能造成上皮增生，甚至癌变。
现如今造成肺癌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吸
烟，还有一个就是大气污染。燃放烟花爆竹
之后的气体尘埃含有大量硫化物等有害物
质，无疑会加重雾霾天气，会造成空气的重
度污染，这对人的健康非常有害，尤其是对
于呼吸道患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燃放烟花爆竹一是对空气质量不利，二

是影响区域噪声环境，三是会造成严重的安
全隐患，这些都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威胁。
但过年放鞭炮是我们沿袭千年的传统，这对
于很多人已是约定俗成的习惯。现代社会文
明进步，科技发达，可以有其他形式替代放
传统的烟花。比如用电子鞭炮用来替代传统
鞭炮，即可以增添喜庆气氛又安全环保。

我认为，一是放鞭炮可以分时段，不要
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既可降低空气污染，
又可减少安全隐患；二是可以分情况，如空
气条件好，有风力，可以适当燃放，如空气
呈中重度污染，又是雾天，湿度大，就不要
燃放了；三是社会要鼓励少放鞭炮，放鞭炮
不要形成攀比风，一人少放就是对社会环境
的贡献。 程茜子整理

烟花飞舞、爆竹声声，带来了节日
的喜庆和快乐，但也给城市带来了严重
的安全问题和空气、噪音污染。

北京从 !(+, 年就开始逐步限制烟
花爆竹的燃放，%"") 年北京市出台规
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此后，很多城
市相继出台了禁放规定。但在舆论的持
续呼吁下，%""' 年 !% 月 ! 日实施的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下
称 《条例》） 将燃放烟花爆竹由“禁”
改为“限”，但当时并没有考量大气污
染和噪音污染问题。北京在今年 !月除
了为数不多的几天外，大多数日子都笼
罩在“十面霾伏”的恶劣空气中。在饱
受雾霾天气之苦后，我们有必要思考、
讨论是否可以禁放烟花爆竹。

燃放烟花爆竹是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一刀切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既是
对传统习俗的不尊重，也不可行，我们
也经历了禁放到限放的过程，实践已经
证明禁放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烟花爆竹，是禁还是放，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人们对环境关注的提升，禁放
将是未来必然的选项，可能也是唯一理
性而无奈的选项。在目前情况下，作为过
渡，建议进一步加大限制措施，大幅度压
缩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与空间。建议将
《条例》第十二条修改为：“本市城六区及
郊区县主城区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地
区，农历除夕,时至%-时，正月初一零时
至!时、,时至%-时，正月十五,时至%-时，
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间不得燃放
烟花爆竹。郊区县主城区可由各区县划
定限放范围。”当然，在条件允许下，可以
进一步过渡到香港的“公放模式”，在一
定时间、地点，统一组织燃放，其他时间
和地点，则禁止其他任何私人燃放烟花
爆竹。 本报记者 王明峰采访整理

在居委会工作的这些年，一到春节
前后，鞭炮噼里啪啦放起来，就有人来
我这儿抱怨。七八十岁的老人说：“我们
腿脚不利索，只要这鞭炮声一响就不敢
出门，万一迎面飞来个炮仗，想躲都躲不
开啊。”家有婴幼儿的居民说：“小区放
鞭炮那几天，我们就得和孩子死守在家
里，还得把门窗都关严了，周围火药味那
么浓，孩子小，容易呛着，严重了还得上
医院。”还有拉着自家十来岁的孩子来
诉苦的：“孩子好奇，总爱想着把爆竹顺
着井盖眼儿扔到井里去，这要是一个不
小心，把井盖炸飞了，不管掉在谁身上，
后果都不敢想。”大过年的放个鞭炮，
不知要生出多少事端来。

我其实也不喜欢春节放鞭炮。居委
会每年除夕、初一那两天晚上，都得轮
流值班巡逻。因为小区里的蔬菜摊、水
果摊在春节期间停业时，都要用厚棉被
把自己的摊位裹住，大年初一前后，居
民燃放烟花爆竹又密集，我们得定期巡

逻保证棉被不被点着。早上早起，还得
组织大家清理放完烟花爆竹后产生的垃
圾。这些辛苦倒还是其次，关键晚上睡
觉时轰轰隆隆此起彼伏的声音，早上起
床时弥漫四周的呛鼻火药味儿，简直让
人没法儿休息，跟置身战场似的。连家里
的小狗都受惊一场，两三个礼拜才能恢
复正常。

是不是现在生活节奏太快，大家的
健康意识反倒淡薄了？春节放放烟花爆
竹，虽然能增加些节日气氛，但既污染
了空气，又平添了危险。若是不慎买回
劣质违规产品，危险系数更是要蹭蹭往
上蹿了。环境不好，心情也会郁结，即
使多放几挂鞭炮，也总有些不舒坦；环
境好些，心情自然也舒畅些，少放几挂
鞭炮甚至一点儿不放，也会神清气爽。

本报记者 汪灵犀采访整理

!月 "次雾霾严重污染和爆竹

炸塌坚固桥梁，让准备在即将到来

的春节期间燃放鞭炮的人们变得格

外纠结。是要洁净的空气和安全的

环境，还是不管不顾地放鞭炮？

! 朱 煦

为健康 需节制
! 吴 殷 北京老年医院肿瘤科主任

压时间 缩空间
! 王新友 检察日报记者

与其禁 不如管
! 王铭义 驻京台湾记者

没健康 怎幸福
! 刘桂平 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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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杰：我一直

不放烟花爆竹，但我愿

意尊重其他人喜庆燃放

的习俗和权利，并且不

希望他们因燃放而产生

负罪感。保护环境是责

任，也是自愿"自律"

自觉的生活方式。倡导

而不绑架，亦是环保公

益思想中的文明坐标。

另外，燃放烟花爆竹，需

要格外注意安全。

!默念珍妮"狠学

术：强烈赞同不放烟花

爆竹！最近中国很多地

方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

气，如果此时此刻大家

再以放烟花爆竹的形式

庆祝春节的到来，无疑

给我们的城市雪上加

霜。为了新鲜的空气、绿

色的环境，呼吁大家换

一种环保的方式过节。

!东山谢氏：放烟

花固然可以增加节日的

喜庆气氛，但是，我们生

存环境的空气质量会越

来越糟糕，越来越破坏

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什

么非得要死守这个对我

们有害的传统呢？不如

与时俱进，对传统予以

创新！

!影印千江：民俗

中也有糟粕，这些糟粕

已不再适应当今的时代

了，国人做不到自觉有

节制地燃放，必须强制

管理。放炮仗的确是陋

习，污染环境，噪音扰

人，没有益处。想欣赏烟

花可以由政府集中燃

放，购买烟花实名限购，

不能总以保护传统的名

义，维护愚昧落后的习

俗。 汪灵犀整理

网 友 心 声

我在北京卖鞭炮已有 (个年头了。以前
北京不是禁烟花爆竹嘛，自 %""'年北京对燃
放烟花爆竹解禁，我就在这儿卖鞭炮了。

现在的烟花都是环保的，卖之前烟花公
司都会送到质检总局去，所以质量应没啥问
题。以前烟花不都有土嘛，像那个伪劣的、
不是正规渠道生产的烟花里面都有土，污染
大，但也不能说正规渠道的烟花爆竹对环境
就一点儿没影响，但影响不会那么大。最近
北京的雾霾天气一个月连续 -次，降低了我
们的生活质量，但如果把这个雾霾天气都怪
在烟花爆竹上，就不对了。再说了，雾霾天
气的那段时间大家又没放鞭炮。

过年放鞭炮是种传统，如果不放，一下
子就没年味了。可能现在时代变了，反正北

京这两年买鞭炮的人少了。我这个摊子最近
两年的鞭炮销售就不太理想，去年卖得就不
咋地，说一点儿都没挣吧，是不可能的，但
也就挣了几万元，我们一共 ,个人，平均一
分也就没多少钱了。

% 月 ' 日是今年北京烟花销售第一天，
天气不好，没多少人来买鞭炮。很多人可能会
因为前段时间的雾霾天气而选择少放鞭炮
吧，所以估计今年的烟花销售可能更不乐观。
鞭炮放多放少，过年总还是该点一挂鞭炮吧。

本报记者 石 畅采访整理

不放炮 没年味
! 刘树刚 烟花爆竹经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