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让“叫苦”的公务员安忍不动

近日有一名由外地考到北京
的公务员，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
被各大网站和论坛广泛转载。作者
自言工作年满5年，而月收入不足五
千元，并感慨在北京养家太难了。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又引发了更多
人的议论。

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由来已
久，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容也
不为过。一个外地人能在北京考上
公务员职位，不知道会让多少人羡
慕，而身在其中的人却发出了“养
家太难”的感慨。这究竟是“身在福
中不知福”，还是“得了便宜又卖

乖”？公众之所以关注此人，不仅是
关心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更有对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期待。

不可否认，年轻公务员的收入
普遍不高，这个现象也不只北京存
在。根据现行法规，公务员实行国
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
资制度。按照这个制度设计，不同
职务、不同级别的公务员工资拉开
了差距，年轻公务员收入较低，但
前景可期。这种制度打破了平均主
义，对大多数公务员起到了激励作
用，但是一些年轻公务员也会抱怨
起点太低。正如那位上网“吐槽”的
公务员所说，在北京月收入不足五
千元的话，养家确实不容易。这个
问题应该在以后的薪酬改革中依
据“限高、稳中、托低”的思路得到
解决，以免一些公务员因为家庭困

难而滥用权力。
更应该引起思考的是，这名公

务员的感慨为什么没有引起大多
数人的同情。是仇官心理在作祟
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一些年轻公
务员确实没有高收入，但在公众看来
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和顺畅的上
升空间，这是多数人求之不得的。即
便不看长期收益，与目前的同龄人做
横向比较，尤其是与那些在地下室

“蜗居”的人相比，大多数年轻公务员
都过着体面、稳定的生活。公务员“叫
苦”，不见得就比别人苦，主要还是心
理失衡。因为公考一职难求，一些考
上公务员的年轻人以为从此应该过
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高官得做，骏
马得骑”。“中举”的感觉挥之不去，
放下身段过“苦日子”又谈何容易。
年轻公务员对“老同志”曾经的福

利有那么多羡慕，一旦改革触及到
现行体制内的诸多福利，也难免有
抵触和阻挠。

要解决一些年轻公务员的后
顾之忧，除了在薪酬制度上做调
整，更应该在观念上破除“官本位”
思想。“当官”和“发财”不能兼得，
公务员想过高人一等的“好日子”，
最正确的选择莫过于另谋出路。公
务员不仅要能上能下，更应该能进
能出，但现实是抱怨“苦日子”的公
务员鲜有辞职不干的。那些叫苦而
又不走的人，不见得是对工作有多
么热爱，或许只是在为值得期待的
未来熬日子。这就需要在将来的改
革中彻底打破体制的壁垒，扫除身
份障碍，让每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
的职业，做到人尽其才，而不是为
了一个身份或者饭碗安忍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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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导致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有
许多原因，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要对
症下药。当务之急，是要在标本兼治
的考虑下，结合深化分税制改革和
构建地方税体系等举措尽快规范地
方政府性债务，推进“治本为上”的
制度建设，让地方债“暗账翻明”，通
过建立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
理制度，实现地方政府“阳光融资”。

当前地方债务最大的风险在于
不透明。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不
让地方政府债务出现无序蔓延和暗
中积累，应当以“治存量、开前门、关

后门、修围墙”为要领，疏堵结合，把
近5年已登堂入室的地方公债的规
模逐步扩大来置换、替代地方融资
平台等形成的隐性负债。此外，还
应建立起地方债的预警防控机制，
包括建立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性
债务偿债基金，当出现局部性、区
域性风险时，能够及时应对，防止风
险扩散。

从长期看，解决地方政府债务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在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
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配体制基
础上，建立严格的地方财政预算制
度及其监管体系。(贾康 财政部财
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要对症下药

单一交易日的行情当然不代表
股市的未来，但未来何尝不在每日指
数的起伏之中？2日，IPO重启的重磅

“靴子”落地后的首个交易日，本应受
惠的A股指数踉跄下行，沪深两市逾
400只个股跌停，创业板指数更是重挫
8 .26%，创历史单日最大跌幅。

涨跌固然是股市的常态，但对比
而言，2日A股尤其是创业板的大跌说
明，投资者缺的不是资金而是真正的
信心。长久以来，A股作为上市公司融
资圈钱场所的形象一直未能在投资

者心中改变：恶意疯狂打新、炒新，导
致信息不对称、资金规模小的二级市
场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监管的软弱
与缺位，早已使得散户们对监管层历
次出台的改革、调整信心不足。

从这个意义上说，2日的股市行
情里，“圈钱”、“投机”重灾区的创业
板历史性下跌，正是投资者们对中
国证券市场惯性式失望的极端情绪
表达。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虽然监
管层已经意识到资本市场的症结就
在于制度设计，酝酿已久出台的新
股发行制度改革，目的也正是要改
变中小投资者被任意宰割的现状，
改变谈IPO重启就急于逃离资金的
非良性运转现状。但如若市场的信
心始终无法建立，投资者尤其是中

小投资者必然无法走出对A股失望
的心理阴影，这项被各方寄予厚望
的证券改革也就会增加几分曲折。

但正像人民日报2日对新股发
行制度改革的观点，A股需要利空
出尽才能积蓄向好的力量。同样来
看2日创业板创下的历史性跌幅，也
可以看做市场对该板块上市公司粉
饰业绩、疯狂超募、高管肆意套现等
损害投资者利益行为的清算。可以
期待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经过严格
上市审核的候选企业进入A股市
场，投资者们将有更多的“用钱投
票”的机会，而那些罔顾投资者权益
的公司，将在日益多元化、规范化的
市场选择中被抛弃。

证券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异常看

重信心的所在，这种信心不属于每
一个单独的投资者，但始终困扰着
每一个投资者的市场选择。同时，简
单堆积政策文件断不能赢取这种信
心，它注定来自于整个市场经年累
月的沉积，以及各个参与方对市场
规则、制度的构建、完善和尊重。2日
的这一轮与信心预期背离的A股指
数行情说明，在新股发行改革尚未
最终现形前，中国股市的投资者们
还在观望与犹豫。这一轮备受期望
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等证券新政，
只有踏实而持续地推动中国资本市
场向公平、法制和务实的未来迈进，
才不会辜负亿万中小股民的期许。
这也是建立一个良性资本市场秩序
的基础。

暴跌的A股要学会取信中小股民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决定》指出：“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
风险预警机制。”

葛一起学“决定”

□杨朝清

据天府早报报道，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心脏内科收治的一位大
学教授在病情稳定后，拒绝从病
床紧张的CCU(重症加强护理病
房 )中转到普通病房。他的理由
是，“别人的命关他屁事，教授的
命，是十个人的命都换不来的”。

“教授之怒”的生存空间，源
自先天的“血统论”和后天“三六
九等”等级观念的现实黏连。作为
一种语言暴力，施暴者眼中只有
社会的残酷，没有人性的温暖。

“教授之怒”通过对普通患者的歧
视，来建构自己身份上的优越感
和社会认同。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
言，不以财富论英雄，就能避免用

金钱把社会成员分等级、贴标签；
有着起码的素质修养和基本的道
德准则，那么他无论身处社会的
哪一阶层，也不会因为自己比别
人有钱就觉得高人一等。“教授之
怒”并不是精英意识的彰显，而是
特权思维的流露——— 既然教授身
份高贵、地位重要，理所当然应该
享受特殊的医疗关照。故此，方会
对其他患者的命运缺乏感同身受
的反应能力，麻木冷漠“只顾自
己”；占用稀缺的急救资源，对医
生缺乏基本的信任、恶语相加。

当下社会生活中略显畸形
的评价体系和认同标准，让一
些所谓“成功人士”总能轻易逾
越既有规则，并且不受伤害，这
才是他们习惯性嚣张和暴戾的
社会根源。

教授自视“命贵”凸显特权思维

葛公民论坛

□李红军

据新京报报道，河北黄骅市
委组织部规定，全市科级干部超
过53岁，副科级干部超过52岁的
全部提前离岗休养，同时提高
三级工资。当地 6 2名科级干部
被列入名单。这种在编不在岗，
说白了也是一种“吃空饷”。

按照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规
定，一般科级干部退休年龄应为
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
而黄骅市科级干部的退休年龄
分别提前了六七年。在公职人
员延长退休年龄呼声普遍的大
背景下，这一科级干部“提前离
岗”的举动，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
过去。

具体而言，虽然“提高三级工
资”，使得涉事个人在正常收入上

没有蒙受损失。同时，相关涉事人
员的不买账，也或有在岗利益更
高的现实考量。但在岗的腐败行
为属于党纪国法范畴，工作权和
发展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理当
被尊重和保护。黄骅此举无视
在 岗 人 员 基 本 工 作 权 和 发 展
权，被质疑也就不难理解。同
时，河北省此前表示将在今年
的9月至12月重点治理“吃空饷”
现象，而这种科级干部“提前离
岗休养”的表现，不正是名副其
实的“吃空饷”吗？试问，黄骅组
织部门又何来权力，可以让相
关人员合法“吃空饷”？建议有
关部门好好查一查其背后的隐
情，回应社会关切。

“提前离岗”成了合法“吃空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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