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6月25日 星期二
编辑：娄士强 组版：刘燕

时评

光靠举报遏制不住“权力家族”

□本报评论员 赵丽

近日，山西“房媳”张彦
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有媒体报道称，以她公公、运
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
核心的是一个至少 1 5人的

“权力家族”。与此同时，湖南
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
在回应湖南屡曝“火箭干部”
时称，曝光的多，是湖南人

“敢于揭露、勇于曝光”的性
格使然。( 6月 2 4日《法制晚
报》)

近年来许多违规任职事
件，都是经陆群所言的“群众
举报”才掀起“面纱”，山西

“房媳事件”也是来自网络曝
光。公民监督热情高涨是好
事，但也应当引起反思：在一
些地方，本来应作为“主力”
的内部监督机制是不是缺位
的？群众选择网上曝光，是否
与一些地方权力家族化、小
圈子化、内部监督被消解、不
网曝根本查不了有关？

干部选拔任用有其专业
性，群众并不能掌握所有的
信息。一些“火箭干部”因为
过于快速的升职引起怀疑，
但有些违规操作却有隐蔽

性。观察“火箭干部”的升迁
史，我们会发现，有的是赤裸
裸的违规，有的却是经过了
精心设计。父辈在当地官场
经营多年，人脉广泛，又熟悉
规则，既知道如何利用规则
踩到“点”上，又有能力上下
运作达到这样的目的。如此

“操作”之下，民主评议也做
了，该公示的也公示了，甚
至在某个岗位上任职几年
的 要 求 也 满 足 了 ，虽 然是

“破格”但程序上看起来都
合乎规定。对于此种情况，外
界很难发现问题。

湖南的“火箭官员”，大
多是父子、父女之间的权力

私授，由于内部监督的失效，
在一些基层地方，已经出现
了更为庞大的“权力家族”。
就在24日，媒体曝光山西运
城“房媳”张彦背后的“权力
家族”，这一以张彦的公公、
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
为核心的家族中，至少15人
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
或国企领导。有运城当地人
甚至这样评价，“如果孙家开
家庭会议，到场的部门领导
比政府开会还多。”

一旦基层地方政府的公
权力成了当地某个家族的私
产，“圈内人”不但能对地方
人事任命施加巨大影响，还

能将内部监督的力量消解殆
尽。根据媒体报道，孙太平的
四个子女虽皆为公职人员，
但除三女儿孙红霞外，都育
有两个子女。违反国家计划
生育政策还能继续担任公
职，如此逍遥法外的现象长
期存在，却看不到内部监督
发挥作用，这个家族在当地
的能量何其强大。如果不是
网络举报，恐怕问题还将继
续存在下去。

无论是湖南的“火箭官
员”，还是山西“房媳”背后的

“权力家族”，都反映了内部
监督的失效。越是缺乏监督，
公权力的私相授受就越嚣

张；“权力家族”的势力越庞
大，内部监督的力量就越难
以发挥作用。这种恶性循环，
如果得不到制度的有力回
击，恐怕会愈演愈烈，不断吞
噬公权力的合法性。

现在，网络举报等外部
监督，还能够发挥一定的作
用，尽管能够监督的官员并
不 多 ，而 且 也 都是事后 监
督。值得警惕的是，面对地
方上“权力家族”这样的新
问题，外部监督的力量毕竟
是有限的，也更容易遭到压
制。要想遏制“权力家族”，
还是应该从内部监督上多
下工夫。

越是缺乏监督，公权力的私相授受就越嚣张；“权力家族”的势力越庞大，内部监督的力量就越难以发挥作用。这

种恶性循环，如果得不到制度的有力回击，恐怕会愈演愈烈，不断吞噬公权力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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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
在上级政府考核面前，能否
积极认真地做好接待工作，
能否从容自如地应对官场
饭局，不仅成为检验自身是
否老练的重要标志，而且成
为直接影响其考核成绩的
重要杠杆。也正是对这种压
力型考核机制的无奈和困
惑，当前基层干部才从内心
深处对从简接待的规则充
满忧虑。

在目前的资源配置体
制下，鉴于中央部门与地方
之间过于悬殊的力量关系，

过多地单纯要求地方从严
从紧，而不对中央部门所掌
握的资源分配格局予以变
革，自然难以保证这次纠偏
之风得以持久。一旦当基
层面临更大的发展压力，
再适逢“以城带乡、城乡统
筹”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央
大量资源继续下沉、向基
层倾斜，不可避免地会在基
层政府与中央部门之间继
续 展 开 资 源 配 置 的 争 夺
赛。

对于很多基层干部来
说，一边是沉淀多年的官场

饭局文化、权力结构和资源
配置方式，一边是越来越差
的身体、越来越严格的规章
制度和越来越大的惩腐动
作，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坚
壁，如何在这些因素中间挣
扎、捭阖，既考验着他们的
智慧，也让其困惑不已。没
有根本的治本之策，他们只
能游走在“请吃”的漩涡之
中，五味杂陈、心存忧虑。要
进行釜底抽薪式的革新，无
疑需要壮士断腕般的决心
和勇气。(摘自《学习时报》，
作者陈朋)

>>评论员观察

“中国好考生”

不是大学敲门砖

□黄齐超

被网民称为“中国好考
生”的黄子恒，高考成绩仅为
290分，距四川省高考三本线
还差187分。黄曾想报考师范
院校，他所在的中学为此向
全国十多所师范学校发了推
荐信，“目前还没有回音。”(6

月24日《新京报》)

“中国好考生”是公众送
给黄子恒的一个荣誉称号，
是大家对他见义勇为的肯
定，但这决不能成为大学的
通行证。的确，在名为“人生”
的考场，黄子恒已经赢了，但
大学的录取还是要看分数。

如果大学因为他的事迹而给
他开绿灯，那么，很可能引来
功利性的见义勇为。

当五花八门的加分政策
影响了高考公平的时候，让
见义勇为的事迹给考生“加
分”，何尝不是另一种不公
平？一个考生的德行不应忽
视，但只重视考生的德行，无
疑是本末倒置。无论如何，

“白卷英雄”上大学的滑稽闹
剧不该重演。

审计署“曝家丑”

也难解决问题

□邓子庆

审计署24日公布了本部
门2012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检查结果。检

查发现，预算执行中不符合
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
446 . 87万元，其他财政收支
方面问题金额1957 . 43万元。

早在2011年，审计署就
如实曝光了对审计署检查发
现的主要问题。当时，这一“自
曝家丑”的举动被不少舆论赞
扬为“有勇气和胸襟”。然而，
时隔两年又犯同样的错误，不
免使公众感到“审丑疲劳”。

看来，审计部门是有能
力发现问题的，再去怀疑这
些部门缺少监督，反而显得
怀疑者无知了——— 看来，问
题的关键并不是缺少监督，
而是监督的力量能否真正起
到作用。如果不能在制度上
堵住漏洞，不能让违规部门
记住教训，这样的审计不过
是走过场。

我们干了几十年的铁
路，丁书苗是个卖鸡蛋的，难
道我们的竞争力还不如丁书
苗？

近年来，常有投资者质
问，为何铁路建设为中国铁
建贡献的利润不如公司的其
他业务？中国铁建董事长孟
凤超把原因归结于刘志军搞
潜规则。看来，不受制约的权
力可以让中国铁建这样的国
企都无能为力。

利益相关者的“权威发
布”显然缺乏客观性，甚至，他
们发布这种信息的权力都要
受到公正的监控。

黑龙江是出产非转基因
大豆的，近日，该省大豆协会
副秘书长王小语称，我国肿
瘤发病集中区域基本是转基
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
对此，《北京晨报》发表评论，
批评这种权威发布与商业利
益挂钩的行为。

据说孩子一哭就抱，孩
子就用哭要挟父母，不会真
正成长。这回银行哭了，家
长不管，银行就只能长记性
了。

以往市场资金面紧张
时，央行总会及时出手，通
过多种方式释放流动性，而
这次“钱荒”持续了一段时
间，央行却很淡定。对此，央
视主播张泉灵用了以上的
比喻。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2012年以来的经济形
势，总特征就是高位下行。

“上山容易下山难”，很多矛
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
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会
加大。现在的形势，还不是
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
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
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
派生出更多问题。

从年龄结构看，现在承
担较高职位者还是对中国
历史、改革前后有比较的这

代人。但是，社会主体、产业
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
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他
们的参照系是什么，预期
值又是什么？一个社会真
有希望，一定是一代比一
代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
还要和成为主流人口的期
望值相匹配。要是改进的
速度慢，跟不上年轻一代
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
题，可能让失望的情绪弥
漫，无法动员一代代人面

对并解决问题。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

革的确难，但是，拖延改革
会更难。现实的局面，改革
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
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
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
耐把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
到体制里来。(摘自《新世
纪》周刊，作者周其仁)

再难也要坚持改革

“舌尖反腐”亟待体制革新

>>媒体视点 >>公民论坛

>>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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