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被称为“禁令年”，中央
各项制约吃喝收礼的禁令不断。最
近有媒体就“禁令对公务员的影
响”发起一项调查，结果多数受访
者表示“公务员不好当”，个别公务
员称考虑辞职。不过，也有不少人
对此持不同看法，中央党校教授青
连斌就明确表示，“中央的规定、禁
令、要求等等，不是使当官越来越
难，而是使当官越来越容易了”。

两种观点之所以对立，正是因
为对公务员的角色定位不同。如果
想凭公职身份另有所图，那中央禁
令自然“碍事”；如果想本本分分干

事、清清白白为官，那严格按照禁
令、规定行事就行，用不着挖空心
思去钻营。在禁令之下当公务员，
其实应该是更简单、更理直气壮、
更神清气爽。

说到底，公务员是职业分工的
一种，从业者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
换取薪酬，这和农民种地收粮一
样。要评价这一职业“好不好干”，
应该是从付出与收入的性价比这
个角度考虑。现在一些人抱怨公务
员“不好当”，显然不是因工资低
了，工作量大了，而是因为之前日
子太过“舒服”，现在一下子卡严
了，不习惯、不情愿而已。

过去的一年，中央密集下令整
顿党风吏治，对楼堂馆所、公款吃
喝、出差出国、公务接待、公务用
车、公共场所禁烟等方面都作出了

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硬杠杠”
为公职人员划定了严格的行为边
界。在禁令之下，违规发放的福利少
了，超标准的待遇没了，通过公权力
谋取灰色利益不容易了。在一些想着
捞油水、占便宜的公务员看来，自己
的生存状态自然是变差了。眼看这一
职业要回归正常生态，“当官=发财”

“当官=特权”的预期要落空，一些人
也因此心生去意。

确实，禁令之下，公务员要想
贪污受贿、吃喝玩乐是越来越难
了。但禁令把各种”歪脑筋“、”小动
作“卡死了，这对公务员不光是限
制，也是保护。众所周知，不少公职
人员走上贪腐之路，是因为权力不
受约束，“空子不钻白不钻”，“油水
不捞白不捞”，个人抵不过诱惑，私
欲无限膨胀所致。现在禁令当头，

“越雷池”的难度变大，风险也明显
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说话办
事就要多想想后果，多看看前车之
鉴，自然也能少犯错误。此前也有
一些官员抱怨”独善其身太难”，对
应酬、接待既反感又无可奈何，现
在中央加大了正风肃纪的力度，出
台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公职人员
照着做就行了，由此也就少了许多
烦心事。公务员显然是更好当了。

由此看来，关于公务员生存状
态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正反映
出有些人还没有把公务员的角色摆
正，还想依靠权力追求不正当利益。
奉劝这类人早些改变观念，拿出责
任感和积极性去干正经事。否则，现
在面对“八项规定”等基本要求都觉
得难以接受，在“勤政高效”等更高
的要求之下，只会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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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公务员“好不好当”，得看想要啥
如果想凭公职身份另有所图，那中央禁令自然“碍事”；如果想本本分分干事、清清白白为官，那严格

按照禁令、规定行事就行。在禁令之下当公务员，其实应该是更简单、更理直气壮、更神清气爽。

“余额宝”的成功，与其说是
天弘和阿里创造了一个贴心的产
品设计，倒不如说是市场和用户
自己做了一次满意的产品选择。

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万建华
用这样一个例子表达了自己对市
场机制的观点，让用户在市场中
自主选择，无疑是最有活力的一
种天然机制。在这个市场经济重
新命题的时点，任何人对市场都
要有敬畏之心。

国内的很多民企老板热衷参
与各种荣誉的评选，并设法担任各
类社会职务。名片上印有很多个职
务的，一般也多为民营企业家。

在财经专栏作家陈恩挚看
来，由于国企垄断、法制不健全、
对私财保护不力，以及官员的权
力缺乏约束和监督等因素，中国

民营企业家普遍存在自卑心态。
他们往往需要通过与政府拉关系
等方式寻求安全感。这些做法显
然会分散民企老板们的精力，成
为国内经济的绊脚石。

院士评选“向专业性回归”，
根本还在于剥离附着于院士身份
的学术、行政和经济利益，让其回
归单纯的学术头衔和学术荣誉。

近日，“4名院士推荐人联名
致信中科院要求对王正敏予以除
名”一事引发公众关注。海洋地质
学家、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表示，拥
有院士的单位能够享受其带来的
种种社会资源，这是学者对"院士
头衔"趋之若鹜的根源。

葛一语中的

□邓福寿

近日，黑龙江交通运输厅办公
室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除夕
将免费，但当日具体实行时间没有
确定。”对于黑龙江的做法，东部地
区一交通官员评价其为“不讲政
治”。（1月14日《新京报》）

新疆交通厅“除夕高速公路免
费行为涉嫌福利歧视，使纳税人不
能得到公平待遇”的高论言犹在耳，
又惊闻黑龙江除夕高速免费是“不
讲政治”的言论。让人不解的是，去
年除夕高速免费没有“不讲政治”，
为什么到了今年就不行了呢？

事实上，一些地方挖空心思为
除夕高速不免费找借口，根本上是

“利”字作怪。在一些地方政府眼里，
高速公路收费就是一块别人不能动
的“奶酪”，每逢节假日免收高速路
通行费，大呼“亏不起”便成了常态。

黑龙江省之所以被扣上“不讲
政治”的大帽子，或许是因为它的做
法太“鹤立鸡群”了，有点“不顾大
局”的味道。但是，“讲政治”还包括
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敏锐等
等。黑龙江准备在今年除夕高速免
费的消息甫一传出，就获得好评如
潮，怎么就成了“不讲政治”呢？

其实，是不是“讲政治”，老百姓
心里自有一杆秤。让利于民、听计于
民，关心人民福祉，理应成为所有施
政者“讲政治”的出发点，希望一些
地方能多讲一些这样的“政治”。

葛公民论坛

高速免费不讲谁的“政治”

□江德斌

13日下午，香格里拉县政府召
开新闻通报会，通报独克宗古城火
灾初步原因为，如意客栈经营者唐
某因用电不慎引发火灾。而4个小时
后，迪庆州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州
公安局副局长称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中，并不认可县政府通报会内容。
(据1月14日《京华时报》)

这起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但古城面貌遭到了严重破坏，居
民生活和旅游经济均将受到影响。
查明火灾真相，方能找出相关责任
人，并深刻反思和检讨，避免悲剧重
演。

州县两级政府部门对火灾调查
结论的表态不一，却令人陷入混乱

之中，对火灾真相的疑惑也愈发深
了。县州两级政府部门都在对火灾
进行调查，只是县政府先公布了初
步调查原因，而州公安部门还不能
得出结论。显然，要么是两级政府部
门之间没有协调好，要么是调查程
序不同，要么是火灾另有原因，毕竟
真相只有一个。

政府部门之间政策“打架”、数
据“打架”之事常有发生，既有立场
不同的因素，也跟所采纳的样本不
一致有关系。火灾事故原因调查涉
及到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尤其
需要慎重对待。因此，公众有必要追
问火灾真相，督促双方公布相关证
据。“打架”的相关部门也该有所反
思，完善协调机制，杜绝类似的事情
再次发生。

“打架”的火灾起因需真相化解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刘晶瑶

孕妇临产，家人托人找床位；
孩子入学，家长找关系进重点；老
人去世了，儿女还得去火葬场找
人把事儿办体面……从生到死，
办事托关系，似乎成了国人的惯
性思维。

“求人社会”最大的特征莫过
于“上面”有人没人不一样。同样是
看病挂号，有认识的大夫就能少了
排队的辛苦；同样是跑社保、办档
案，有“关系”的不用往返多趟……

回顾每一次大方的“人情付
出”，背后真正起作用的不是自我

利益的让渡，而是手中公共资源
的滥用。“求人社会”中的重灾区，
正是对公共资源的分配缺乏约束
的领域。任何细枝末节的权力，如
果得不到有效的监督，都有变成
寻租工具的可能，正常的人情也
异化成了利益交换。此刻我为你
大开方便之门，期冀的是下一次
你能给予“回报”。

如何让“求人者”不再左右为
难，让“被求者”别再滥权谋私，关
键还在于束起制度之笼，形成不
敢寻租的惩戒机制、不能寻租的
防范机制、不易寻租的保障机制。

“求人社会”回归正常，前提必须
堵死漏洞百出的“小道”。让公众
在主张基本权利的时候，“上面”
有人没人一个样，打不打招呼一
个样，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葛时事微微谈

处处求人让人情变了味

给地方债务套上

市场与民主双保险

地方庞大的支出责任，迫使
地方政府必须合理举债。有必要
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发债，让
地方政府为自己举债的债务承担
责任。事实证明，由于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的存在，中央政府根本无
力监督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而
中央政府的兜底做法反而刺激了
地方不负责任的滥发债务行为。
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就必须
用市场和民主两套机制，给地方
债套上双重保险。

地方政府面向社会发行债
务，政府与投资人形成平等签约
的借贷双方，政府必须按照市场
规则，公开地方资产负债表，公开
所有有关债务的详细信息，由市
场根据地方政府的信用和风险作

出选择。市场是政府债务风险的
晴雨表和指示剂，对政府债务会
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这种制约有
利于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市场的约束，本质来说是债
权人的约束。而地方政府的债务，
最终还要地方居民通过纳税等方
式予以偿还。对地方政府举债必
要性合理性的判断和约束，必须
来自地方人民。将地方债务列入
地方预算，接受地方人大审批，已
经写入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这
可以看做是利用民主机制约束政
府举债权的尝试。

缺少市场机制，投资人的利
益得不到保障；缺少民主机制，则
纳税人的利益将会受到侵害。在
地方债已经无法禁止的情况下，
当务之急是立即建立健全地方债
的市场和民主约束机制，将地方
债务风险控制到安全状态。(摘自

《中国经营报》，作者梁发芾)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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