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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房地产市场出现分化趋
势，得的不是一样的病，如果再给一
样的药，那就不行了。

过去的一年，楼市分化趋势越
发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指出，在此
种情况下，“一刀切”的调控政策已
不适应全国，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才
是上策。

对这种赌气和撒娇，千万别惯
着，老百姓不会求着这种人当公务
员。

近日有媒体就“中央禁令对公
务员影响”在全国随机抽取了100位
公务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人

表示“公务员不好当”，个别公务员
称考虑离职。对此，媒体人曹林这样
表示。

投资股市，亏钱居多；做企业，
不少赚钱行业不能进入；存银行，利
息有限；黄金、期货、债券，专业知识
要求高，普通老百姓很难“玩得转”。

买房为何是许多人的“心头
爱”？《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分析说，
投资渠道狭窄是原因之一。文章称，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
的国家，人均储蓄已超过3万元。余
钱虽然多了，可靠的投资渠道却仍
然有限，许多人感觉除了“囤房”没
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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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权力，“隐形礼品”无处容身

近来，中央纪委屡次发文，严
禁节日期间公款送礼、吃喝等。然
而，有的单位和个人“暗度陈仓”，
运用网络交易逃避监督，送礼者
与收礼者互不见面。一些电商也
看准“商机”，推出各种名头的礼
品册、礼品卡，网友甚至称这种

“隐形礼品”是”给领导送礼的神
器”。

一边是中央三令五申，一边是
收受礼品者变着法地躲避监督，连
网络交易和现代物流都派上了用
场。之所以如此费尽心机，还是为

了促成权钱交易。要想杜绝花样百
出的“隐形礼品”，不光要加强对公
款使用的监督，更要从权力的运行
机制入手。把用权的漏洞堵住了，
费钱费神的“隐形送礼”也就失去
了存在的基础。

网络交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样的公款送礼只是变换了支付
和交易的形式，值得追问的是，购
买礼品册、礼品卡的钱是从哪里来
的？既然是公款送礼，自然要由财
政支出买单，“隐形礼品”大行其
道，与财务预算制度中的漏洞存在
紧密关系。虽然各级各部门的三公
经费公开都在积极开展，但数据笼
统、缺乏明细的老问题一直存在，
尤其在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不少支
出还是“糊涂账”。再加上商家虚开

发票的行为十分猖獗，更给违规公
款送礼提供了空间。看来，还得从
财政监管入手，管住了公务部门的
钱袋子，支付手段再隐蔽也都无济
于事。

当然，不光要管住公款送礼，
企业和个人给公权力部门送礼的
情况，同样值得重视。网上热销的
礼品册，就有很大比例是企业买来
送给机关单位的。事实上，无论公
款私款，舍得花钱送礼，图的就是
更大的回报，正是权力运行中的漏
洞，给了收受礼品者“两厢情愿”的

“交易”空间。要想遏制“隐身变形”
的违规送礼，关键要管住权力。一
方面，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挤
压寻租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大监
督力度，让越雷池者付出沉重的代

价。当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送
再贵重的礼也换不来权力的“特
殊”回报时，与腐败挂钩的礼品也
就不会有市场了。

如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已经日程过半，第二批活动单
位为省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
位和基层组织。对于违规收受礼品
的监督查处，这一范围理应成为新
的“主战场”。要知道，越是基层组
织，与群众的距离也就越近，违规
收受礼品背后的权力滥用，对老百
姓利益的伤害也就越直接。在春节
来临之际，“隐形礼品”正蠢蠢欲
动，地方各级各部门应积极重视来
自群众的每一次监督举报，让每一
个对“隐形礼品”伸手的公务人员，
都受到严肃惩处。

杜绝花样百出的“隐形礼品”，不光要加强对公款使用的监督，更要从权力的运行机制入手。把

用权的漏洞堵住了，费钱费神的“隐形送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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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钧窑遗址别成又一个牺牲品

葛公民论坛

□乔显佳

据央视报道，河南禹州15座
古代钧窑群遗址面世一年左右

“鲜为人知”，其间却遭盗挖瓷片
者和建设单位的破坏。在报道中，
文物主管部门没有露面，央视无
奈之下只好以“相关部门拒绝采
访”向观众交代。

关于钧窑，民间有“家财万贯
不抵钧瓷一片”一说，一片瓷片都
这么重要，15座窑址的重要性可
想而知。而在经济价值之外，其还
有极其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显
而易见，禹州钧窑遗址保护意义
重大。但从央视报道来看，当前情
况并不乐观。

随着各地城建进程的加速，
近年来不断有重要文物古建无声

湮灭。有些文物在引起社会关注
后，似乎有保存下来的希望，但最
后以灰飞烟灭收尾。之所以出现
这种情况，多是因为地方政府将
经济发展置于文物保护之上，为
眼前利益牺牲历史文化遗产所
致。

禹州钧窑是否会也遭遇这样
的厄运？这是当下公众普遍忧虑
的问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遗址
发现约一年内，文物部门与建筑
单位一再交涉、妥协，媒体却始终
进不去，导致这一重大发现长期
脱离公众视线，外界监督也无从
发力。这一情形若不改变，大家更
为钧窑的命运捏把汗。

□晏扬

新疆交通运输厅表示，目前
没有除夕高速免费的打算，并认
为高速公路建设资金来源于全体
纳税人，除夕免费涉嫌福利歧视。
(1月13日新华网)

对此说法，笔者无法认同。首
先，说“高速公路建设资金来源于
全体纳税人”，大前提就是错误
的。因为目前我国大部分高速公
路是经营性公路，建设是由企业
出资。即使是少量政府还贷公路，
建设资金也大多来自贷款和集资
款，并通过收费偿还贷款，即建设
资金实际上来源于广大车主，而

不是全体纳税人。
另外，除夕高速公路免费通

行，有车族确实是直接的受益群
体，但不能由此就认为他们占了
便宜。毕竟，人们在购买和使用车
辆过程中，已经缴纳了购置税、燃
油税等税费。这些税费是政府财
政的重要来源，而且相当一部分
是用于公共福利，惠及了包括“无
车族”在内的全体纳税人。

何况，除夕高速公路免费通
行，政府财政并没有损失什么，收
入减少的只是高速公路经营方。而
经营方收入减少，最终还要通过向
车主收取通行费来弥补，车主只是
暂时受益、表面上受益而已。

除夕高速免费不会产生“不公平”

面对“豪华办公楼”的质疑，兰考有关方面称，多年来全县不少局委单
位租房办公，屡次搬迁，新建办公楼缓解了这一困局。然而，新华网记者注
意到，新建大楼和报批名称并不一致。是巧立名目建设办公楼，还是偷梁换
柱改变原有项目用途？对此，兰考有关方面未能给出解答。 漫画/勾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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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革”道歉，在自省中进步

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
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
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
行见面会，宋彬彬、刘进等人向“文
革”中被殴打致死的老校长卞仲耘
以及其他受到伤害的师生郑重道
歉。

近年来，对“文革”的历史，民
间多有反思，以陈毅元帅之子陈小
鲁为代表的当年的红卫兵、造反
派，纷纷向受害者道歉、忏悔。不可
否认，做出这样的举动，有不想留

下遗憾的考虑，毕竟随着时间流
逝，绝大多数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
已经逐渐老去，“再不道歉就没机
会了”。与此同时，更主要的原因则
是，他们希望以此直面历史真相，
以自省推动社会进步。

“道歉和忏悔不是为了制造新
的仇恨。”它不但能抚慰受害者的创
伤，对道歉者来说，也是一种回归良
知的方式，正如一位道歉人申小珂
所说的，“认清错误才有真的自由”。
这些年来，陆续有人站出来为“文
革”中的所作所为道歉，他们不将作
恶归结为大环境的裹挟，而是直面
当时的愚昧、怯弱，其勇气与责任
值得肯定，而当年的受害者表现出
的宽容与大度也更是难能可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革”
已经过去近四十年，《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对
此做了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民
间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并不太多，
而诸如打砸抢等事件的不时出现，
也说明社会上的暴戾之气并未完全
消解。现在，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
个体反思，不光关系他们本人，也带
来了示范影响，鼓舞更多的人回过
头去自省、自查。与此同时，民间的
道歉与反思也提供了关于“文革”更
为丰富的个人记忆，因其饱含个人
的体验与痛感，对后人来说也是一
个很好的警醒。

反思历史是为了避免悲剧重
演。一些为“文革”道歉者在反思时

均提及，造成“文革”历史悲剧的根
本原因，是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
法律意识，漠视人权与生命。在这
个问题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明确提出
要摒弃“文革”思想和方法，“党的
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
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
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
布施行30周年时，也再次重申“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
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
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文革”道
歉的价值不仅在于回归人性，唤醒
良善，更是一部法治教育的生动教
材。

反思历史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为“文革”道歉的价值不仅在于回归人性，唤醒良善，更是一部

法治教育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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