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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快了2分钟的手表
姬鹏生，1982年生人，曲

阜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公
民旁听的网民代表。

作为“80后”，姬鹏生有
着这一代人特有的自信与稳
重，更重要的是，“拥有独立
思考的能力。”

姬鹏生告诉记者，他在1
月13日傍晚浏览贴吧时看到
了那个邀请市民旁听的帖
子。“刚看到帖子时感觉很
新鲜，普通市民也能像人
大代表那样参加这么重大
的政治事件么？”姬鹏生立
即 向 大 会 的 组 织 者 报 了
名。“全市这么大的事，我
们普通公民能在第一时间
知道，那感觉跟事后看报看

电视肯定不一样。”
姬鹏生当晚就收到允许

“旁听”人代会的通知。“我知
道时间后，特意将手表调快
了2分钟。”姬鹏生说，“两个
目的，一个是怕自己开会晚
了，另一个是想看看政府开
会晚不晚。”

“开会当天大雾，我8点
30分左右就到了会场，会场
没有鲜花，没有红地毯。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都是统一
来到会场，所有参加旁听的
市民也都准时抵达，大会在9
点整准时开始。”姬鹏生说，

“这是整个会议期间，我印象
最深的，通过这点小细节，我
看到的是政府在诚信上是过

硬的，虽然这个事情并不大，
但对我触动很大。”

“正因为这个诚信，如
果允许，我希望把自己的
旁听证一直珍藏下去。”姬
鹏生说，“刚开始，我还有
些担心，就怕会议会晚个
十分八分。”

但是，让姬鹏生“失望”
的是，他担心的事没有发生，
他却因此感到高兴，甚至有
些振奋，“政府邀请普通公民
旁听人代会，就表明了政府
对自身工作的自信和态度，
同时也表达了政府希望听到
来自最基层声音的愿望，也
是政府执政民主化的最大体
现。”

参加曲阜市十七届人
大二次会议旁听的市民有
500多，这一数字对姬鹏生
来说，是巨大的，因为“这在
以往是不敢想的。”姬鹏生
的这一感受，对于曲阜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者们来说，只
是一个侧面。

孔令锋，1976年生人，在
曲阜一所学校任教。1月13
日晚上 7点多钟接到曲阜
市 人 大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通
知，成为曲阜市十七届人
大 二 次 会 议 公 民 旁 听 代
表。“很吃惊，原来了解两
会都是从电视上、报纸上，
这次是自己要坐在会议大
厅内听取市长的报告，更
多的是激动。”

“我把这个代表资格看
成一种荣誉。”孔令锋说，

“虽然只是旁听，但这并不
等于我没有亲身参与。”在
随后的分组讨论时，孔令锋
又代表旁听公民参加了曲
阜市鲁城街道代表的分组
讨论，“我第一次做公民旁
听代表，就可以在这么重大

的会议中代表普通群众发
言，这对于我而言很幸运，
我可以亲身参与并见证这
个时刻，对于我来说，就是
我的历史。”孔令锋说，“还
有什么会比这个更令我激
动的呢？我现在想不出来！”

在分组讨论会上，孔令
锋把自己对目前曲阜的教
育情况结合自己所在学校
的实际情况，提了一些自己
的建议和看法。“一开始我
还担心自己说的内容代表
们会不认同，没想到大家对
我说的问题都很重视，都发
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落座，旁听公民便争
着抢话筒发言，生怕错过。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针对自
己熟悉和关注的领域吐露
心声——— 环境、就业、教育、
劳资关系等，问题很现实。
原定1个小时的会议，不得
不延时20分钟。“我们公民
旁听代表的胸牌是粉红色
的，和代表们的颜色不一
样。不过让我惊喜的是，虽
然胸牌有区别，但很多戴红

色胸牌的代表，甚至还有市
里的领导都对我们特别尊
重。”孔令锋说。

孔令锋的“惊喜”来自
他的拍照留念，“第一次旁
听人代会，自然要拍照留
念，当我们在会场的国徽下
拍照时，很多领导都让我们
站在中间，我相信这不是作
秀，是对“公民”两个字的尊
重，这是我参加会议的收
获，我的公民意识比以前增
强了。”

作为曾多次代表网民
参加曲阜当地召开的网民
代表座谈会议，并多次参
与曲阜市委市政府组织的
各项活动的宫涛说，会议
开始后，大会主持向大会
介绍到会人员时，曾先后
三次提到旁听人员包括哪
些人员，当提到普通群众
代表、企事业单位一线员
工代表、网民代表的时候，
每一次都得到代表和委员
们热烈的掌声。“他们没把
我们当外人，这让我们感
到被尊重。”

大会开幕式上，赵成伟
一边认真聆听《政府工作报
告》，一边圈点下重点。作为
网民旁听代表，对他而言，
震动最大的就是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高的一组组真实
的数字，还有就是对今年的
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
见，“农村怎么规划发展，教
育医疗等民生工程保障水
平怎么提高等等，原来觉得
这样的会议容易产生距离
感，可仔细一琢磨，事事都

与自己挂钩，越听越想听，
越听越来劲。”

“再小的事，要认真去
办；再难的事，要努力去办。
2013年，让全市人民过上更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政府
的不懈追求。”市长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的承诺，让孔令
锋的心像春天般热乎。在孔
令锋看来，这种“敞开门开
人代会”的方式，充分展示
出政府一切为民谋福祉的
决心，“大家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的时候，人们
的幸福生活才是有

盼头的时候”。

参与旁听人代会，在姬
鹏生和孔令锋看来，“感觉
参与会议的自觉性更强了，
不再只是简单的看和听，在
头脑中同样有思考。”

“我并不认为会议可以
给人信心，但我相信召开会
议的态度可以给人信心。”
姬鹏生说，“会场布置非常
节俭，会议非常守时，这在
告诉我们一个态度，就是政
府既然说了就要做到，现在
整个会议从我的眼睛里看
到的是说到做到的状态，那
么我没有理由怀疑工作报
告里的指标是做不到而硬
说出来的。”

“旁听分组讨论会，是
延伸公民参政议政的一个
平台。”孔令锋认为，一个细
微的变化，折射的是公民参
与政治的“一大步”，即“听”
之后“有所想”和“有所言”。

“我很感谢这次机会，有
了这么近距离接触政府的渠
道，这是我们作为普通公民对
民主的实地亲身体验过程，从
一个普通市民的眼睛里，来看
政府执政的利弊，这就是进
步，进步就在发生，我们需要
这种自信。”孔令锋说。

曲阜人代会
首邀市民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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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普通公民，
被邀请旁听市人代会，感到
十分荣幸。”宫涛告诉记者，
人代会允许公民旁听，为公
民与政府沟通搭建了桥梁，
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拓展了
民主渠道。

“我个人的理解是，不
能把公民旁听的意义说得
脱离了实际。”姬鹏生说，

“我的感受是，我比以前更
有参与政府工作事务管理
的热情了，而且我也觉得民
主需要客观、实际去表达，
民主是需要独立思考的，不
是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判
断力。在今天这个社会，我
们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时，其
实更不应该忘记自己的义

务。”姬鹏生表示，他会把自
己的这些感受和家人与朋
友分享，社会要进步，公民
自身素质的进步是必须的。

曲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明哲认为，公民旁听制度
最大的作用在于拓宽了公民
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增强
了市民的“公民意识”，有利
于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
人大意识，从而推进权力运
行的公开化、透明化。

其实，根据名词解释，
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以
一个国家的成员的身份，既

“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
同时也“承担义务”。因此，在
张明哲看来，党委政府不能
一味地“闷着头干工作，也不

能一厢情愿地干工作，要看
看广大群众要求政府怎么
干，这也是邀请广大群众参
与政府工作的目的所在”。

“程序一小步，民主一
大步。”曲阜邀请公民旁听
人大会的探索与实践，意义
巨大。下一步，曲阜还将将
不断创新，扩大旁听公民的
参与面。条件成熟时，将逐
步让旁听者参与人代会更
多的程序，充分发表意见。

“实行公民旁听制度，扩大
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旁听
者多数来自基层，直接听取
他们的意见、建议和反映社
情民意，对于政府关注和改
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能
起到积极作用。”张明哲说。

“当时接到电话，让我提
提最不满意的事，我就说了大
冷天出门找不着公交车，骑电
瓶车脸被风吹得生疼，上班出
行太不方便。”1月8日，回想起
半个月前参与电话访问时的
情景，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
村民孙红梅仍觉得有些出乎
意料。而更让她觉得“没想到”
的是，她所反映的搭乘公交难
问题，入选了“群众最不满意
10件事”。

2012年12月29日，曲阜
市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
2013年“为民所办的实事”。
曲阜每年都会确定政府为
民所办10件事，而这次不同

的是，把“决策权”交给了群
众，通过征集“群众最不满
意 1 0件事”的反向思维方
式，把群众不满意的事作为
今年工作的着力点。

从“关起门来搞决策”
到开门纳谏，再到主动让群
众“挑刺”，曲阜市把工作的
决策权交给了群众。“民生
工程不能被代表、被民主”，
曲阜市市长杨凤东认为，群
众不满意的事正是市委市
政府工作中的“软肋”，更是
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此次征集活动采用电
话访问、调查问卷、座谈会
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群众

意见，共向2092名群众进行
了电话调查访问，发放调查
问卷764份，梳理出群众反
映最集中的32条最不满意
事项，从中选出了“群众最
不满意的10件事”。

“如何提升民生福祉？
最直接的做法，是把矛头指
向老百姓的闹心事，把最棘
手的问题解决了，群众自然
会感受到幸福感的提升。”
曲阜市委书记李长胜表示，
该市现已成立专门的领导
小组，将对群众所反映的问
题逐一研究，制定出台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切
实给群众满意的答复。

2013年1月14日，曲阜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如期开幕。
“曲阜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喊’你来旁听。”就在会议开幕的前

一天傍晚，百度曲阜贴吧内的一则帖子引起了众多网民的关注。与此同
时，曲阜部分社区居民，教师、医生，还有企事业单位一线的员工共计500
余人接到电话通知：请您第二天早上九点准时参加曲阜市十七届人大
二次会议的开幕式。

于是，在今年曲阜市人代会的开幕式上，就多了500多个旁听席位。
他们代表曲阜广大普通居民听取了曲阜市市长杨风东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以及“两院”工作报告，他们中还有人参与了对报告的分组讨论。

作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举措，这是曲阜市首次邀请群
众代表旁听人代会，被称为“距离百姓最近的人民代表大会”。

相关链接>>

让普通百姓“挑刺”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延伸阅读>>

曲阜将不断创新

扩大旁听参与面

“两个目的，一个是怕自己开会晚了，另一个是想看看政府
开会晚不晚。”

三次响起的热烈掌声

“当提到普通群众代表、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代表、网民代
表的时候，每一次都得到代表和委员们热烈的掌声。”

“会议态度”给人信心

“从一个普通市民的眼睛里，来看政府执政的利弊，这就是
进步，进步就在发生，我们需要这种自信。”

市民代表旁听人代会。

市市民民代代表表用用镜镜头头留留住住““难难忘忘时时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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