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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呼唤有锐气有担当的青年精神
胸怀家国天下、意气风发、敢于担当，这正是青年人最可贵的精神，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一股新鲜的、热情

的激流。这些精气神如果缺失了，不但是青年之憾，也是时代之痛。

近年来 ,有关养老问题的一
举一动都能够引发强烈关注。在
这场关注老龄化的浪潮中 ,来得
最直接的,正是钱的问题。在这一
大背景下 ,一些养老市场化举措
逐一粉墨登场 ,比如以房养老 ,比
如养老土地招拍挂。

对于养老市场化 ,不能一竿
子打翻,但要放缓脚步。因为养老
问题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 ,而是
所有人的问题。鉴于市场天然的
逐利倾向 ,在养老问题上市场化
步子走得太急 ,很容易就会失掉
公平性。养老公平性丧失更严重
的后果在于 ,会在很多人心目中
形成一种不公平的预期 ,甚至会
影响到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
选择 ,这恐怕比现实的不公更加
令人担忧。

在养老问题上 ,仍然要围绕
着“公”字来做足文章。首先是确
保养老的公平性。要让大多数人
都能享受到一定水准线之上的养
老服务 ,而不是呈现出贫富悬殊
的状况 ,养老资源向少数富人畸
形倾斜。这应该成为一个基本原
则不能动摇。其次是保证养老的
公益性。养老市场化的最终目的
也是为了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养老
服务,而不是为了赚钱。在养老市
场化同时,更要明确责任、加大投
入、切实保障。否则 ,养老公益性
一旦被市场化所冲淡 ,利益替代
服务 ,将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很大
的困扰。看看今天举步维艰的医
疗体制改革和层出不穷的医疗矛
盾纠纷,前车之鉴犹在眼前。(摘自

《法制日报》，作者杜晓)

“我们不愿意再让暴恐分子抹
黑新疆的形象。我们就想站出来说
说话，告诉大家新疆有这样的年轻
人——— 我们是爱国的。”乌鲁木齐
市火车南站暴力恐怖袭击爆炸案
发生后，11名维吾尔族青年发出谴
责暴恐分子制造该血案的联名信，
标题为《我们，不会再沉默》。这封
信的联署人之一法尔阿德谈及写
作过程时如此说。

面对暴恐分子的恶行，11位维
吾尔族青年再也按捺不住，连发十
一问进行谴责。从言辞恳切的字句

中，能真切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的滚
烫热血，感受到他们的正气和胆魄。
胸怀家国天下、意气风发、敢于担当，
这正是青年人最可贵的精神，也给整
个社会带来一股新鲜的、热情的激
流。这些精气神如果缺失了，不但是
青年之憾，也是时代之痛。

在五四青年节之际重提青年
精神，并不是为了应景的赞美。而
是因为，时下一些年轻人，已经有

“未老先衰”的倾向，年纪尚轻，却
过早变得圆滑世故，过于关注物
质，对精神层面的东西却不太在
意。有些年轻人成为“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活得八面玲珑，但唯独少
了理想情怀，少了对公共生活的责
任感；还有些年轻人在生活压力下
疲于应付，暮气沉沉。所以，在一些

年轻人的圈子里，只有谈到房价、
就业等现实问题，才会引起广泛的
参与，一旦谈及社会和国家、人生
和理想等话题，则是应者寥寥。如
果年轻人只关注自己的现实利益，
既无心也无力担当起历史的责任，
只会随波逐流。

当然，缺乏理想和担当并不只
是个别青年所独有的，而是社会转型
期的“常见病”。只不过，眼看一些年
轻人牺牲掉身上最可贵的天性，主动
地迎合一些世俗的观念甚至不公平
的规则，格外让人痛心。青年是国家
的未来，青年精神一旦失落，不光这
个群体受到影响，更将损耗社会的活
力，阻碍国家的前进。

要让更多青年焕发蓬勃的精
神面貌，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做到的。

整个社会应该创造更加公平的制度
环境，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消除年
轻人的顾虑，为他们张扬个性、追求
梦想留出空间。对于年轻人的“幼
稚”，要多一点包容和理解，对于年轻
人的创新，要多一些鼓励和赞扬。而
年轻人也应当把目光放得更远，不要
总盯着物质利益的得失。关心国家和
社会，其实也并不都是凌空虚蹈，从
另一个角度讲也关系到每个年轻人
的前途和利益和社会事务。令人感到
安慰的是，已经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关
注国家利益和社会事务，也愿意参与
对公共事件的讨论，比如清华大学学
生为了科学和真相在网络上捍卫PX

词条，以及11名维吾尔族青年此次对
暴恐分子进行谴责。这种可贵的精
神，需要我们认真呵护和张扬。

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
表象不同，根源则一，即权力未受
有效监督和制约。根本出路在于
建设法治社会，当集权则适当集
权，但是，基于中国政治传统与现
实，改革重点无疑应放在权力的
分散、制衡、透明与可问责上。

在多名涉腐高官落马之时，
“秘书腐败”又成为治理重点之
一。这表明，反腐利剑不仅将切除
一颗颗“腐败毒瘤”，还将清理其

“周围组织”，及早阻断可能的利
益输送链条，抑制贪腐官员家奴
与掮客的生成。

然而，对于权力过于集中导
致的更为隐蔽的腐败问题，仅靠
裁撤专职秘书是无能为力的。现
代法治国家通过代议制对国家生
活做出框架安排，由具体的行政

部门来执行经过合议通过的法
律，再由司法机构对立法和行政
行为实施合宪性合法性审查，以
此构成一个全面、严密的权力运
行系统，并通过独立生存充分竞
争的现代媒介体系为社会大众所
知。这就有效防止了权力运用系
于个人道德自律的风险状态。

目前，一把手拍板的局面仍
未根本改观。裁撤专职秘书后，一
把手需要多思考问题，需与其同
僚或下级交流才更易拍板。这将
是一种良性转变。如今，力度空前
的反腐败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以
必要的制度安排根治“身边人腐
败”，不仅有助于深化反腐，也将
震慑现行或潜在的贪腐分子，迫
其尽早收敛收手。(摘自《新世纪》
周刊，作者胡舒立)

根治“身边人腐败”

养老市场化应当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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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涛

5月3日晚，杭州革命烈士纪念
馆附近有一辆白色宝马125轿车翻
在了路边，该车驾驶者为5年前轰动
一时的杭州“5·7飙车案”主角胡斌。
(5月4日《青年时报》)

一辆轿车发生侧翻，没有造成
其他人员伤亡，只能算是一起普通
的交通事故。但是，这起事故的主角
胡斌并不普通，正是他客观上推动
了“危险驾驶罪”入刑。

有许多人再一次怀疑起了胡斌
的家世，但“胡斌翻车案”不能只停
留在道德的层面，法律层面的困境
更值得关注。一是，胡斌自2009年被
判刑到2011年出狱，其被吊销驾照
的两年期限也基本是在狱中度过

的，也就是说，他只要出狱，就能立
马申请驾照，这样的规定是不是
合理？二是，虽然刑法中增加了

“危险驾驶罪”，但“门槛”很高，要
么是飙车，要么是醉驾，对于一些
有危险驾驶倾向的人而言，基本形
同虚设。

在国人汽车保有量超过1 . 4亿，
几乎人人都可以当驾驶员的当下，
如何防范汽车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
工具，显然是摆在交通法规和交管
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而在这个难
题破解之前，也只能寄希望于“小心
驶得万年船”这种家长里短式的劝
慰了。

□吴江

日前，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希表示，江
苏对机动车限牌早有规定，限牌需
过三关，必须征求公众意见，必须经
人大常委会审议，必须提前30天向
社会公告。(5月4日《现代快报》)

不可否认，一项公共政策的出
台，既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现实
利益，政策出台公布的时机，当然
大有讲究。之所以一些重要政策
的发布选择“半夜鸡叫”，据说也
是为了出其不意，以取得所谓最
佳的效果。

不过，既然“限牌令”攸关公众

的权益，有关“限牌令”的任何讨论
议程，更应对公众保持公开透明，
并确保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得知情
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突然限牌，显
然有违公共政策的基本决策程序，
由此引发的示范效应，更值得警
惕。在这方面，江苏对于限牌政策
的限定，倒是体现了公共政策应有
的审慎与对公众权利的敬畏。

任何攸关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
调整，都必须确保透明度，在政策调
整与决策的过程中，更应保证权利
相关人的充分参与。从这个意义上
说，给“限牌令”套上“金箍”，确保

“限牌政策”的公开透明，更应成为
一种惯例。

“70码主角”翻车让法规尴尬

“限牌需过三关”应成决策惯例

葛公民论坛

GDP或国民总收入作为一个
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新创造
的价值，可以从生产、分配和使
用3个维度进行分析。在这3个维
度中，民众感觉最为直接的当
然是分配。新增加的价值在政
府、企业和居民三者间的此长
彼消。如果政府财政税收或企
业收入的实际增速快于GDP增
速，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就可能下降。如果要再考虑与
价值严重背离的房价，绝大多
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更远离“中
高”应有的含义。

如果从生产的维度考察，
GDP、国民总收入以及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居民收入都是增量，但
增量产生的过程中消耗多少存量
和消耗的方式确有不同。比如建
一座新楼，与推倒一座旧楼后再
建一座新楼，增量都是一座新楼，

存量却是两座和一座的差别。如
果从使用的维度考察，同样数量
的新增价值，由于使用的方向不
同，其效果也会不同：或是有部分
拿去搞重复建设、形成产能过剩，
或是有部分不得不用于治理对资
源环境造成的破坏，或全部可以
用于创造新的生活；或是打造豪
华，锦上添花，或是改造普通，雪
中送炭，等等。

如果仅以“争取跨入高收入
国家行列”为目标，只要继续把总
量做大就行了。但要使更多的人
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就需要把价
格水平控制在合理区间，使广大
民众在扣除消费价格和房价因素
之后，真正实现“两个翻一番”的
小康目标。而这些，远比做大总量
更有实际意义。(摘自《经济日
报》，作者潘璠，原题《我国人均
GDP质量确需提升》)

看总量更要看质量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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