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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清专栏

要求单位自查公车暴露监管漏洞多多

“王刚砸宝”为什么

砸出了一锅糨糊

□

于德清 北京

“公选”的大学校长是什么级别

跪行百米“升华”

出了暴力文化

□

辛木 山东

谨防罚款权外包中的帕金森定律

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中，

主持人王刚同学大锤一挥，一件被鉴定

为赝品的瓷器就变成了碎片。对造假者

的痛恨和对收藏者的同情，就这么发泄

出来，好不痛快淋漓。“王刚砸宝”和司

马光砸缸一样，都向公众展示了一种正

义感和正当性。不过，现在情况似乎越

来越不妙，“王刚砸宝” 也砸出了一团

糨糊，紫金锤粘在糨糊盆里，似乎一时

半会儿拔不出来。

日前，一则“在北京某电视台一档

文物鉴定栏目中被砸赝品实为珍品”

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 围绕是否 “错

砸”，形成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栏目

方坚称被砸的均为赝品， 不会看走眼。

而质疑方并非一个专家，据说组织了30

多位专家。曾经参与北京电视台“天下

收藏” 的北京东方大学文物学院院长

李彦君说，没有必要担心“砸错”。所谓

“赝品”都是事先从潘家园等旧货市场

故意买的假货。对此说法，“天下收藏”

栏目制片人予以了否认。

此事令人颇为纠结。其中牵扯到文

物的产权和处置权的问题，也牵扯到文

物鉴定准确性的问题，当然还涉及一档

电视节目的社会伦理问题。其实，无论

哪一个问题，都离不开两个字“真”和

“假”，以及怎么辨别“真假”。

“王刚砸宝”引起争议是必然的。

该节目以 “砸宝” 这样一种极端的方

式，宣示了自己栏目的绝对权威和正确

无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王刚砸宝”之所以在文物收藏、鉴定

界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显然也戳到了当

下文物鉴定行业的软肋，也就是从理论

上说，文物鉴定专家和鉴定技术手段均

不可能对一个来历不明的瓷器，给出绝

对无误的鉴定结果。

文物鉴定主要靠两种手段，一种是靠

文物鉴定专家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做出判

断，一种是靠技术手段进行鉴定，如放射

性碳14断代、古地磁断代、热释光断代等。

前者比较好理解，后者却较复杂。如碳14

鉴定文物只适用生物遗存，也就是说适合

鉴定骨头、树木等等，而不能用来鉴定瓷

器、玉器、石头、金属。

鉴定陶瓷一般用热释光和古地磁断

代。但是，这两种方法也都存着缺陷和各

种误差。古地磁断代鉴定个几百万年还可

以，要鉴定个几百年、上千年的瓷器就失

去了准头。热释光可以鉴定出陶瓷最后一

次加热的大致时间，可是，后来收藏界发

现，这技术败给了X光。据说，照一次X光，

热释光鉴定就能增加500年。 据说中国海

关就查获了一件“3000年前的唐三彩”。

当然， 瓷器鉴定也有其他科技手段，

但禁不住仿造者与时俱进，不断寻找破解

之法。仿造者挖掘旧时工艺，用旧原料，重

金培养“高精尖”的专业技术人才，不断

精益求精。这固然让一些高端鉴定仪器成

了一堆废铁， 也让有的高级赝品身家不

菲，成本也得几十万、上百万。故而令收藏

界有了“砸掉赝品也可惜”之叹。而相对

科学的文物鉴定方法，无疑还是专家鉴定

和技术鉴定相结合，这样即便不能保证绝

对准确，也可以大大降低误判的概率。

一档电视节目只凭专家组的鉴定意

见，就将一件瓷器宣判为赝品，这怎么说

都有点悬。人不是上帝，没有谁敢说自己

永远正确，不会犯错。当下文物鉴定界如

此混乱，谁又能保证鉴定组的专家没有集

体走眼的时候？除非这个栏目所有的赝品

都是从潘家园买的假货。 可如果这样，栏

目就又涉嫌欺骗观众。这和有的电视台找

一帮托儿来表演情感故事， 骗取观众眼

泪，有何区别？

20日上午， 西安城北一建材家居批发

市场陶瓷精品区内突然发生的一幕， 让很

多商户瞠目结舌：一家商户的四名员工，从

百米开外的两个不同方向， 跪行至陶瓷店

门口。原来，这家陶瓷店的员工未能完成目

标任务。该商户负责人表示，想通过这种方

式“让员工得到内心升华”。

这些年， 许多企业都热衷于对员工进

行稀奇古怪的培训或者处罚，罚跪（

包括跪

行

）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此外还有用

棍棒殴打的，有罚晒的，甚至还有罚员工喝

便池水的！员工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

大都忍气吞声地承受了这些令其肉体和人

格尊严遭受双重损害的所谓“培训”。

企业为何会热衷于实施如此摧残人性的

“培训”和惩罚？许多企业都有冠冕堂皇的理

由， 如西安那家陶瓷店的老板就有自己的说

辞： 跪行是他们对员工进行培训的一种体验

方式， 通过跪行可以让员工在心灵上得到一

种升华，从而在内心上获得更大的能量。

正如媒体所指出的， 如果企业以企业

文化的或集体利益的名义冒犯个人的尊

严，那么任何人都难免被羞辱的遭遇。这令

我想起了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 著名企业

文化研究专家佩恩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

话，“在没有相应的劳动监管机制之下，企

业文化的主观建立很容易走向对立面。”

佩恩先生认为， 这种对立面其实就是将企

业文化建设成了与和谐、 宽宏的社会主流

文化背道而驰的变种。 从中国许多企业所

进行的种种“培训”来看，那些“变种”其

实就是暴力文化。

按照佩恩的界定， 如果说跪行百米能

够让内心有所“升华”的话，那也只能“升

华”出企业的暴力文化，以及与这种暴力

文化相伴而生的员工的人格沦丧。

其实企业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对员工所

进行的所谓“体验”已经走向了变异，他们

之所以乐于对员工进行那些毫无人道的

“体验式培训”，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驱

除存在于员工身上的人格的影子， 让他们

在企业里不再有尊严， 而只有对企业的绝

对服从。该陶瓷店老板声称，“如果能把面

子丢掉的话，员工一定可以变得强大”。这

莫不就是有些人所津津乐道的“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这无疑是对该老板“内心升华

说”的绝妙阐释。

毫无疑问，诚如佩恩所言，企业暴力文

化的形成与劳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有很大

关系。无论从公序良俗还是劳动法规来看，

对这种以侮辱和摧残员工为目的指向的类

似施暴行为，劳动监管部门都不该缺位。然

而，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有企业为自己

的暴力文化付出应有的代价。 相信这也是

类似现象时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

李迎春 成都商报评论员

继此前清理党政机关违规公车之后，

财政部日前发文， 要求对全国范围内的事

业单位公车进行一次大摸底， 包括公车的

数量、排量、价格、用途、费用等都将一一统

计清楚。 此次清查的方式主要依靠各级事

业单位的自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

局副局长叶青表示， 从党政机关清理的结

果看，全国不到20万辆违规公车，这一数据

不排除有单位打埋伏、漏报车辆的情况。对

事业单位而言，由于财务制度相对灵活，这

一现象估计会更加严重。同时，事业单位在

车辆超编、公车私用、企业送车等方面的情

况也不少见。因此，对此次摸底过程需要

严格督察。

单位自查公车违规，这种仅靠自律

的清查方式，究竟有多大效果，在网上

引起一片怀疑。很多人担心，没有外在

监督和约束， 靠单位自查等于没查。尽

管文件用了 “主要依靠各级事业单位

的自查”这样的措辞，但是网民的担心

仍不无道理。 经验和常识告诉人们，在

利害面前，个人或单位绝大多数都倾向

于自利，“自觉性”有，但终究是靠不住

的。更重要的是，自查自纠容易流于形

式，用得多了，务实的作风、制度和政令

的权威性、团队的执行力反而可能被形

式主义消解掉。所以，行政部门行事务求

言必行，行必果。只是说说而已，不动真

格，不但解决不了老问题，而且会麻痹队

伍，延伸出新问题。

更进一步看，要求事业单位自查公车，

上报清单， 说明目前财政部并不掌握事业

单位公车购买和使用的总体状况。 下面怎

么做，上面不知道，没人上报，也没人追查，

有效的公车购买使用上报监督机制显然还

未建立。对于公车，三令五申的禁令多如牛

毛， 结果连具体情况都没摸清， 这恐怕是

“屡禁不止” 的重要原因。 上面不断下禁

令，下面依旧我行我素，上下级之间没有形

成有效制约， 公车监督审批环节亟待补上

这个漏洞。

此外，有媒体质问，还有哪些单位公车

需要自查， 意思是说公车清查不应留死角。

这个死角具体指什么， 可能有很多说法，其

中比较集中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公司

化运作，比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条条框框

少，自由度大，在公车使用方面操作空间更

大，某种意义上讲，可能问题更严重。一些国

企领导腐败案的主角穷奢极侈，人们从中多

少能看到一些公车超标的端倪。国有企业理

论上说属全民所有， 既然是全体民众的资

产， 国企人员就不能由着自己的喜好来，公

车必须有标准，必须公开接受监督。所以事

业单位清查公车，也应该兼及国企。

总之，公车违规涉及公务廉洁，涉及纳

税人权益，涉及全体民众的权益，不仅要清

查，而且要全面清查，不仅要全面清查，而

且要查而有处，否则很可能仍是“雷声大

雨点小”，禁令越来越多，问题却依旧。

【网友之声】

●

糖果果：财政部的文件说“主要依靠

各级事业单位的自查”，这“主要”二字纯属

修辞，到了下面，就全靠自查了。自查也可

以，但要有言在先，如果自查的结果水分过

大，单位领导该当何罪？我看有关部门还是

收回成命吧，别自欺欺人，做表面文章了。

上级派人到各单位数个数，好简单的事嘛

！

□

邓昌发 湖北

如果你在邵阳城区违章停车， 立马

就会有一群市容监督员“包围”过来，并

开出一张10元罚单。8月17日， 记者赴邵

阳调查。根据邵阳市城管局翻印的《市

容环境监督员执法手册》， 市容监督员

的罚金上缴给区财政，及时结算后，其中

80%将返还奖励给监督员本人。

早在2009年年底， 郑州市众多街道

办事处就将城管执法任务外包给物业公

司。此举在引发多起违法执法、不文明执

法案件后，被责令停止。2010年7月，湖南

邵东县综治委办公室与保安服务公司签

订协议，让保安公司“承包”当地社会治

安，这种雇用保安替代警察夜巡的做法，

也一度引发社会广泛争议。眼下，邵阳将

城管执法权外包， 跟以上两件事可谓如

出一辙。

按说，上街执法是城管的分内之事，

但邵阳城管部门为啥要出钱让并不具备

执法权的“监督员”来越俎代庖呢？笔者

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金森通过长

期调查研究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

果，得出著名的帕金森定律：一个不称职

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

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

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 第三是任用

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很明显， 邵阳的城管不可能走第一

条路。第二条路不错，自己坐享其成，繁

重的城管执法工作还因“监督员”帮忙

而“效果很好”。至于第三条路，当地城

管部门也未选择。毕竟能干的“监督员”

有可能对城管形成竞争力， 万一哪天上

级或群众都称赞“监督员”能干而贬斥

当地城管，那么城管雇“监督员”无异于

玩火自焚。

无疑， 邵阳城管选择的是第二条路。

“监督员”不过分担了让城管最劳神的上

街执法工作，如何聘请、如何提成等最终

解释权仍掌握在城管手中，城管只需要高

高在上发号施令即可。正因如此，我担心

哪天“监督员”也嫌上街执法太累，于是

上行下效为自己找帮手，然后帮手又找帮

手……如此类推，一个臃肿的执法链条就

这样形成了；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

下、滥用执法权等问题也将很快凸显。

帕金森定律不过是官僚主义的一种

别称， 它揭示了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所引

发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

病”。要想解决帕金森定律的症结，必须

确立一个公正、公开、平等、科学、合理的

用人制度。城管雇佣“监督员”，到底是

不是执法人员短缺，必须经过科学论证，

不能让城管部门脑袋一拍： 我懒得上街

执法了，雇一批“监督员”吧！

□

陈一舟 山东

从“公选校长”的新试点，到选拔标

准的新变化，再到校长头衔的“职业化”

……中国高校干部体制改革正在稳步前

行。 细数近一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和多所

高校的新举措， 不难发现，“公开化、专

业化、职业化”已成为贯穿这一改革进

程的最鲜明的标签。

长期以来， 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通

常由上级部门决定，今年教育部的“公

选校长”试点，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

惯例。在笔者看来，作为一种教育管理体

制探索本身，“公选校长”的价值毋庸讳

言。 但也必须承认和正视，“公选校长”

距离“校长职业化”和“高校去行政化”

其实还有遥远的距离， 对此只能持谨慎

的乐观态度。

我无意质疑“公选校长”的积极初

衷和程序正义， 也无法否认从上级任命

的“惯例”到“公选”的确是一种突破。

但在现实语境下， 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

行政管理体制，都决定了“公选”的校长

与任命的校长只是换了包装的“两朵玫

瑰”， 并无本质的区别———不信， 请问

“公选”的大学校长是什么级别？部级的

还是部级，副部级的还是副部级，任职方

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大学校长官员化

“内涵” 属性的改变———还不仅是大学

校长，在大学内部，层层行政化的管理体

制对应着的是一级一级的官员队伍，让

没有级别的大学校长去管理和领导厅级

的院长、县处级的系主任，也忒不现实。

大学去行政化， 首先要确保大学校

长的非官员化， 成为与职业经理人相似

的、 忠诚于学校而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的职业校长。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

现“教育家办大学”的目标。而有了这个

前提， 才能继续倒逼整个高度行政化的

高等教育体制逐步脱离行政权力之手，

走向学术自由和独立。 而只有大学校长

实现了真正的职业化， 国民教育体系中

的中小学校长官员化的现状才可能随之

得到改变。

再专业的学者只要戴上了“级别的

官帽”，都会受到体制的制约和束缚，官

员的本色会盖过教育家的激情。 这几乎

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去行政

化还是要从根本的体制入手， 不能将大

学去行政化简单地理解为大学校长去行

政化， 更不能把大学校长去行政化操作

成大学校长去“任命化”。否则，关乎高

校教育体制改革的种种“探索”都会沦

为形式主义和空中楼阁， 中国第一所号

称“教授治校”的大学———南方科技大

学的各种困境和被“招安”的现状，就足

以证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