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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有话

□

成都 曾茜

民工刘红卫在寒冷、饥饿和疾病中死

去，20多天前， 他生命的最后驻足点———

河南郑州市中州大道已全线禁止民工住

宿，高架桥下还设了花盆和铁栅栏以防民

工落脚。有关部门虽然为民工准备了安置

点提供基本的住宿和避寒需要，但民工并

不领情。他们表示，自己并非无家可归，而

是高架桥附近不分昼夜都有货车要卸货，

露宿桥下更易找到活干。

匆匆摆放的鲜花盆栽，非但没有掩盖

住刘红卫和他的民工兄弟们在城市务工

的艰难处境，反而更像是以一种强行“驱

逐”，将“休无居所”的他们变得更加“流

离失所”。这样的结局，不免让当地政府

提供安置点的温暖之举也变得有些多余。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敢于承认政府

机构及制度的不完美， 并勇于担责和改

错， 才可能与民众监督形成良性循环，以

推动我们的社会越变越好。 这些年来，各

地政府面对责任事故发生后的回应态度，

其实已有了明显进步，从当初高傲的沉默

到如今积极面对公众的回应，既源于政府

自身改革助推，也有互联网时代民众监督

的促进。但如今看来，在勇于担责这条路

上，仍然有部分地方政府不免走偏。

前不久， 贵州毕节5名男孩命丧垃圾

箱，据说后来毕节市垃圾箱上出现了“严

禁人畜入内”的字样。这种孩子和家畜都

不能看懂的警示，不但不能让公众看到当

地政府工作人员认错和改错的诚意，反而

暴露了他们急于撇清责任的冷漠。同理，郑

州高架桥下的鲜花盆栽也传递着这样的

信息：因为民工若住进政府提供的安置点，

就可能失去工作的机会。对这些离乡背井

来到城市的人来说，如果连生存的基本需

求都不能得到保证，政府“适销不对路”的

帮助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容易让

人怀疑其明明无效的做法，其匆匆粉饰太

平的用意，不过是沿袭过去的官场陋习，只

在乎向上敷衍，不真心向下负责。而这样的

陋习，显然和长期以来上下级间存在的信

息不对称及沟通不畅有关，给他们留下可

供钻营的空子。由此看来，惟有将政府改错

行为的有效性以及民众的认可度纳入重

要考核指标中，恐怕才能阻止个别地方政

府在明显不智的纠错道路上越走越远。

回到新闻本身， 我们的城市不能只

享受着民工们廉价提供的便捷服务，却

不能给予他们更人性化的栖身之所。毕

竟， 这样的做法， 与这个国家正在呼吁

“城市反哺农村， 给农民工同等城市待

遇”的社会主流声音也是违背的。

□

成都商报评论员 付克友

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履新一

个月之际，新华社23日起连续3天播发“中

共高层新阵容” 人物特稿及相关图片。率

先推出的习近平与李克强专文，引发境外

媒体关注，尤其引发国内网民的强烈反响。

舆论普遍认为，媒体首次罕见详细披露领

导人的出身经历与家庭等情况，是新一届

领导人倡导透明化作风的开始，可视为中

共十八后领导人新作风的又一展现。

的确，新华社这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和舆论反响，不是没有理由的。它不仅让公

众看到了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而且也让

公众感知到了领导人的亲切与可信。公众当

然欢迎多一些这样介绍领导人的报道。

公众欢迎这样的报道， 是因为他们希

望更多地了解领导人。这是一种人之常情，

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需要。但在过去，公众

往往只能通过简历来了解领导人。 即便有

一些领导人报道，也比较单调空洞，一是内

容多宏大叙事，少生活细节、家庭感情，二

是形式上多严肃庄重，少人情世故、新鲜活

泼。这样的结果，令充满好奇心的公众只能

用放大镜到简历上去按图索骥， 或者迷惑

于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网络传闻。

而新华社的这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满足公众对领导人的认知需求和

情感需求。 领导人的家庭信息在公开，比

如：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是中国家喻户晓

的著名歌唱家和歌剧表演艺术家；习近平

的女儿取名明泽，寓意要“清清白白做人，

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李克强的夫人程

虹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英语教授，

长期从事教学及学术研究工作，他们育有

一女。家庭信息的透明，拉近了领导人和

公众的距离，并容易赢得公众信任。

公众之所以信任，更在于透过清新自

然的文风，看到了领导人亲切平易的普通

人形象。通过这组报道，我们不仅看到了，

领导人曾经饱尝艰辛的底层生活和特殊

成长经历———习近平到陕北农村插过队，

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活儿都干

过，什么苦都吃过；李克强到中国最贫穷

的安徽凤阳插过队，白天下田劳作，夜晚

挑灯夜读。我们还看到，习近平是感恩重

情的人，任福建省领导时把身患重病的农

民朋友接到福建治病，自己掏钱支付全部

费用。我们知道了，习近平是孝敬父母的

人，一有时间都陪母亲吃饭，然后拉着她

的手散步，陪她聊天。我们知道了，习近平

是充满浪漫情怀、 重视家庭生活的人，他

与彭丽媛1986年一见钟情， 结下良缘。每

当彭丽媛外出演出，只要条件允许，无论

多晚，习近平每天都要跟妻子至少通一次

电话，互致平安后才放心休息，几十年来

一直如此。正如彭丽媛眼中的丈夫，习近

平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也是一个普通

的人。他喜欢吃陕西、山东家常菜，朋友聚

会时还会喝酒助兴。他喜欢游泳、登山，爱

看篮球、足球、拳击等比赛，有时也会在深

夜看电视转播的体育节目。

这样的领导人， 其实就是有血有肉，

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他没有离开人民，

他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公众因为亲近感而

产生信任感，他们相信领导人心里装着人

民、时刻想着人民、讲话贴近人民、奋斗为

了人民的情怀是真情实感，“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

严承诺也更加值得信任。

央视曝光河北承德等地一些非法人

员勾结个别民警消除交通违法记分后，

公安部立即责成当地公安机关认真调

查，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公安部有关

负责人强调， 交通民警必须严格执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人民警察纪律

条令》有关规定；对违规消分的责任民

警及所在单位领导予以纪律处分， 情节

严重的一律开除。

这是去年以来公安部第三次对交警

执法违法收黑钱问题表态了。 去年11月

份，央视曝光山西岚县、盂县两县交警在

公路上滥罚款、收黑钱，公安部当即要求

山西省公安厅立即调查。对乱罚款的，一

律从严惩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坚决撤

职； 对罚款不开票据收黑钱的， 一经查

实， 坚决予以开除或辞退。 今年11月下

旬，河南省获嘉县交警乱罚款、收黑钱被

曝光， 公安部随即派工作组赴河南现场

督查， 并要求严肃追究乱罚款民警的直

接责任，坚决追究负有领导管理职责、失

职失察的上级主管领导的责任， 不得以

辞退协管员等非警务人员逃避、 代替究

责；凡是民警乱罚款、收黑钱的，一经查

实，一律开除，触犯刑律的要坚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绝不姑息。

其实，《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

令》第十六条（三）款明确规定：以实施

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的名义收取钱物，

不出具任何票据的，给予开除处分。制度

规定非常明确，没有半点活口。然而，山

西方面最终 “严肃处理” 的结果是，以

“免职”替代“撤职”，拿“副的”给“正

的”顶罪；两县多名交警收黑钱，结果只

有一名警员被辞退。所谓“严肃处理23

人”，协警员占了一半……而这一次，公

安部再次提出明确要求，结果会怎样呢？

我只能说：拭目以待。 □

内蒙古 马涤明

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 全国

铁 路 将 实 施 新

票价 。铁路客服

中心网站显示 ，

高 铁 票 价 的 降

幅在

0.5

元至

4

元

之间 。以南京为

例 ，南京到北京

高 铁 票 价 下 调

1.5

元，南京到上

海站下调

0.5

元。

南 京 出 发 的 各

类特快列车 、快

速 列 车 票 价 并

未下调。

公众欢迎这样的领导人报道

民工不领政府帮助之情的尴尬根源

民警收黑钱事件不能总被大事化小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票价

高铁降幅0.5元至4元

□

漫画 李宏宇

□

江西 杨涛

12月20日开始， 温州市直属27个部

门的一把手针对当前工作和明年的规划

进行了总结汇报，整个过程持续两天，全

程现场直播。 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因

温州金融改革一度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

对象，一向能从容应对的他，在发言时一

反常态，脸上不停地直掉大汗珠。

对此趣闻，网上议论纷纷，其中不乏挖

苦讽刺。我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现代

政治观念而言，官员的权力来自民众的赋

予，他们的俸禄也是民众纳税所得，因此，

他们就应当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谨小慎

微地对待民众的每一件事情。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

典礼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权为民

所赋”。因此，官员在民众面前保持必要的

紧张和谦虚，被民众问责和挑刺是正常的，

而官员对民众颐指气使，让公民紧张得满

头大汗，那才是本末倒置。

电视直播官员述职， 让官员开始有

了紧张，甚至有官员为此满头大汗，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好事一桩。 如果官员平时

习惯了民众的挑刺与责难， 如果普通公

民随时可以找到官员反映问题和批评他

们的工作， 媒体随时可以对他们的工作

进行监督， 那么官员平时就会把工作做

得很好，也有应付媒体和民众的经验，也

就不用紧张得满头大汗。

其实官员直面媒体述职， 并非温州

道创。早在2007年12月，河南漯河市委常

委以及100多家市直正县级单位，就陆续

在当地媒体刊播2007年工作汇报或述职

报告。2010年，广东湛江市10位区县市委

书记一把手， 向湛江市委述职述廉的大

会通过网络和电视向数百万市民全程直

播。 这些活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

官员对民众负责的意识。不过实践下来，

效果并非特别好。其中原因很多，一是一

些地方往往搞“新官上任三把火”，等人

走了茶就凉了；二是电视直播述职，还是

领导意图多，而民众意志少，主要仍是由

领导决定官员是否称职， 官员还是以贯

彻领导意图为主；三是电视直播述职，往

往是形式大于实质，直播风生水起，但是

否称职，基本上还是都能轻松过关。

要让电视直播官员述职起到好效果，

一是必须把这种形式制度化、常态化，不能

一任领导一个做法；二是要真心实意请民

众代表评议述职官员；三要加强舆论监督，

完善人大代表监督和罢免官员等项制度，

让官员都能做到一心为民，再面对电视直

播述职时才不会满头大汗。

官员述职电视直播满头大汗是好事

前不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

四部委意见， 要求各地异地高考方案原则

上应于今年年底前出台。消息甫出，引起舆

论广泛关注。之所以如此，盖因异地考生将

挤占流入地的教育资源， 不管是当地居民

还是当地政府， 都有天然的排斥心理。因

而，是将门槛抬高，把异地考生挡在门外，

还是降低门槛，让更多异地考生进来，就成

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其实对一个城市而言， 放宽异地高考

的条件，多吸引一点异地考生，对繁荣地方

经济，促进城市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有经济学家指出，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

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

动态进程；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中

国的“北上广”人口集聚程度还远远不够，大

而密的城市化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诚然，一个地方是否繁荣兴旺，最首要

的是看人气。人气又靠优美的环境、优良的

生态、便捷的交通、发达的商业、更多的挣

钱机会、 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来聚集。人气促进经济，经济又提振人气，

如此形成良性互动， 一个城市就这样兴旺

发达起来。

搞经济，当然离不开“铁公基”，离不

开盖厂房建开发区，离不开招商引资。但这

只是硬的一手，还有软的一手，就是制定开

放的，有利于人口聚集的政策。而放低异地

高考的门槛，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近有福建教育官员在电视里说当地的

异地高考门槛，考虑就一条———三年当地高

中学历。倘若此，一定会有不少人为了子女

教育而拖家带口搬到心仪的城市去。来了首

先要有住房吧，带火了房地产；来了要吃吧，

带火了餐饮；来了要行吧，带火了交通；来了

要上学吧，带火了教育；来了要购物消费吧，

带火了商业和制造业……而要满足这些需

求得有人来干活吧，又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总之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有了需求资本

就会流过来，商场不够了有人开，学校不够

了有人盖，医院不够了有人建，市场经济中，

短缺会很快被补齐，只要政策对头。

发改委中小城镇研究室副主任乔润令

指出， 现阶段我国城镇化速度远远低于工

业化进程， 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

化。 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远快于吸纳人

口的速度。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盖房的速

度远远超过人口聚集的速度。 这会有什么

后果？就会像贵阳、鄂尔多斯这样的地方，

盖了许多房却无人去住，房价大幅走低；就

会像温州这样原本富裕的地方， 因为人口

逐年外流，面对调控房价从四万跌到两万。

人多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我们要

做的是吸人于千里之外， 而不是拒人于千

里之外。一个城市发展得好与坏、快与慢，

很大程度考的就是吸引人的功夫。

异地高考也能创造

城市发展机遇

□

成都 王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