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群众办事怎会有“风险”

随着打击贪腐和纠正作风的力
度不断加大，做官似乎成了一个很
有“风险”的职业。也正是考虑到规
避“风险”，怕触碰了“乱作为”的红
线，有些公职人员干脆“不作为”了。
现在就有基层的群众反映，政府机
关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事却更难
办了。

很大程度上，这种“不作为”隐
含着对“多做多错”的担忧，于是就
选择最安全的“不做不错”。要说“有
作为”能有多大风险，只要不贪不

腐、不以权谋私，哪怕是为了群众利
益承担点责任，哪怕是突破一些不
合理的条条框框，无非就是降级撤
职受到处分。总强调“风险”，说到底
还是在担心丢了官、失了权，损害了
自己的利益。

相信不少人在办事时都听到过
这样的话，要么“你这个格式不对，
我不能给你盖章”，要么“我负不起
这个责任，你去找别人”……越是与
群众直接接触的基层，越是与民生
相关的部门，这样的话听得就越多。
之前有不少媒体报道过群众办签
证、办户籍、注册企业等遇到重重阻
碍，很多都是受困于办事人员的“不
作为”。不是从为民服务的角度思考
怎么把事情办好，而是先保证自己
不担责任。这种对“风险”的畏惧，显
然是观念出了偏差，注重个人私利

多于群众利益。
如果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去

办事，对“风险”的畏惧就应当变为
对业务的专精。怕触碰“红线”，更要
弄清楚“红线”在哪里，怕“乱作为”，
就得明白该在怎样的范围内“有作
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窗口部门都在
推行“首接责任制”，就是要让公职
人员熟悉整个业务流程，把“有作
为”的范围最大化，而不是相互踢皮
球，用“不清楚、不知道”来搪塞群
众。虽然这一制度并没有覆盖所有
的职能部门，但其中蕴含的道理还
是很清晰的——— 越是主动作为，越
有利于避免“乱作为”的风险。

当然，有清晰的边界只是理想
中的状态，不能否认的是，现在有些
方面的规则还不完善，在“有作为”
和“乱作为”之间还存在着模糊地

带。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不适应现
实的条条框框，尤其关系到一些历
史遗留问题，小到串联的暖气用户
能否报停，大到手续略有瑕疵的小
区能否办房产证，常常成为困扰群
众的死结。如果总是因循守旧地规
避“风险”，没有点“敢作为”的突破
精神，问题肯定越积越多。这样一
来，像前段时间多个省份出台的孩
子落户与社会抚养费脱钩的政策，
也就不会出现了。

事实上，现在我们常说的“尊重
基层首创精神”，就是鼓励政府部门
坚持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不惧“风
险”，敢于作为。有了这种积极负责
的态度和行动，界定“风险”的规则
才能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才会形成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的清晰边界。

不是从为民服务的角度思考怎么把事情办好，而是先保证自己不担责任。这种对“风险”的畏

惧，显然是观念出了偏差。总强调“风险”，说到底还是在担心丢了官、失了权，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肖华

10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消息，扬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民
阳因在空港新城管委会食堂接受
超标准接待，被给予党内警告处
分。

也许有人觉得接受超标准接
待也要被这样严肃处理，有些冤
枉。因为接受接待往往是被动的，
如何接待、怎样接待、按照什么标
准接待都是对方安排。现在因为对
方安排超标准接待，就处分接受接
待的人，是不是处分错了？

其实接受超标准接待的人也
要处分一点也不冤。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准则中规定，党员领导干

部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
铺张浪费。不得有六种行为，其中
之一是：在公务活动中提供或者接
受超过规定标准的接待，或者超过
规定标准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相
关费用。从中可以看出，接受超标
准接待属于禁止之列。事实上，我
们有很多禁止超标准接待的规定，
但很多时候得不到严格的执行。

现在扬州市长因超标准接受
接待而得到严重警告处分，这不
能不说有更大的警示意义。很多
地方屡屡出现超标准接待或者接
受超标准接待的事情，说到底还
是相关人员法治意识淡漠的表
现。希望此事能唤醒更多官员的
法治意识。

葛公民论坛

“被超标接待”受处分更有警示意义

□凌国华

近日沈阳一敬老院被爆给睡
眠不好的老人在饭菜中添加安眠
药，导致一位86岁的老人出现呼吸
衰竭。敬老院院长称“给三个老人
喂食，其他两人都没问题”。（10月29

日《北京青年报》）
“敬老院”物质条件或许可以差

一点，但对老人的精神关怀却不能短
缺，为不让“睡眠不好”的老人“闹腾”
而喂食可能会促发老人呼吸衰竭的
药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怎不
令舆论惊愕？对敬老院工作人员给老
人喂食“安眠药拌饭”，民众理应予以
谴责，但对此事的处理切不可仅仅停
留在道德谴责层面。将“安眠药”拌进
饭里喂食老人，凸显了敬老院工作人

员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的短缺，也反
映了当下我国养老机构在管理运营
方面的诸多不足。我国养老方面存在
的问题，亟需从制度化角度进行梳理
弥补。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我
国养老事业迎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养老资金投入
的不足，专业技术人员的短缺，人
文关怀的缺失，对养老机构的监管
失位，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报酬不
高等问题，都在考验着养老事业的
健康发展。养老方面的诸多问题，
显然不是只靠道德谴责就能解决
的。完善制度建设，推动养老方式
的多样化，用制度弥补养老事业存
在的诸多短板，才能推动我国养老
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对“安眠药拌饭”不能仅靠道德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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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弘扬传统别玩“复制粘贴”

□金岭

为了弘扬孝道，弘扬传统文
化，最近，安徽省六安市便以二十
四孝故事为题材制作了一批街头
公益广告，引发了争议。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其中
被鲁迅先生痛批过的那个叫“郭
巨埋儿”的故事：讲的是汉代有个
叫郭巨的人，因为家境贫困无力
奉养老母，为减轻负担，就和妻子
商议埋掉了自己的儿子，以节省
粮食供奉母亲。孩子虽然最终没
埋成，但这故事听一听都浑身起
鸡皮疙瘩！

弘扬传统文化，确实是必要
的，从官方、学界到民间，是有广
泛共识的。但我们在弘扬传统
文化价值的时候，首先得分个
良莠，仍然用“郭巨埋儿”这种
反人性的故事来劝人行孝，就
必 然 会 带 来 严 重 的 价 值 观 错
乱，会让今天的年轻人对传统文
化产生巨大误解。

出这种偏差不是偶然的，原
因是一些人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弘
扬传统文化，对他们而言，最便捷
的办法就是简单模仿，就是“复
制”，然后“粘贴”。这种态度已有
多种表现，比如有学者认为，“从
历史经验看，丧礼肯定起到了敦
化风俗的作用”，没有了传统的丧
礼，中国文化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因而主张恢复传统土葬的习俗。
这种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半个多
世纪以来几代人为之努力的殡葬
改革，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现实
性上看，恐怕都经不起掂量；再比
如有的学者谈到大国崛起如何积
聚“软权力”时，妄言中国应该回
到“朝贡体系”，说至少从中国人

的角度看，在19世纪中期西方的
“国际”观念进入东亚之前，东亚
秩序的制度基础就是围绕着天朝
而形成的“朝贡体系”。虽然作者
强调这一体系主要“是依靠华
夏‘礼义’——— 也即政体组织形
态、儒家理念、法律体系——— 的
吸引力”来构筑一个非强制性
的“天下秩序”，但这些理念和
当今世界主流价值的背离，已
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更值得警
惕的是，还有一些人以“为往圣
继绝学”之名挟持孩子脱离了义
务教育的框架去全面读经，真不
知道这么个搞法儿我们的主流价
值观怎样向下一代身上传递。

我们要复兴的，是传统文化
中那些能适应当代生活需要的有
价值的部分，对于那些不能适应
现代生活需要的过时的甚至是糟
粕的东西，则必须扬弃，像“郭巨
埋儿”这种文化糟粕，不但要扬
弃，还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痛加批
判才对。以为必须恢复古人留下
的土葬习俗才能“民德归厚”，否
则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很难有希望
了，那么，今天晚辈见长辈、下级
见上级，是不是得跪下来磕响头
才算是恭敬呢？至于某些人津津
乐道的“朝贡体系”，虽然论者一
再强调是在文化道德意义上来重
提“朝贡体系”，但使用这种语言
一厢情愿地想象中国在未来世界
上的位置，这让其他国家怎么想，
能获得认同吗？

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是要
复制粘贴自己的老祖宗，而是应
该从当代生活的实际出发来取
舍，应该是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核
心价值观建设，如果是为传统而
传统，那就很可能被古人牵着鼻
子走，并很可能造成某种价值观
的错乱，这不是聪明，是愚蠢———
丰厚的传统文化，应该让我们变
得更聪明，而不是相反。

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是要粘贴复制自己的老祖宗，而是应该从当
代生活的实际出发来取舍，应该是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建设，
如果是为传统而传统，那就很可能造成某种价值观的错乱。

葛一语中的

律师争取职业权利并不是在
为自己争权，而是为了能够让全
社会重视律师的作用 ,维护司法
的公正性。

在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田文昌看来，律师作为法律共
同体的一员 ,对推动依法治国的
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个国家
中,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直接
标志着这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程
度。要让律师堂堂正正地在法治
社会中立足 ,才能真正地实现依
法治国。

对于食品安全，不能只依靠

标准，而应该加强过程控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研究员刘秀梅表示，有些食
品安全问题，单靠标准解决不
了问题，比如大肠杆菌，在我国
目 前 的 生 产 条 件 和 控 制 技 术
下，只能由致病菌限量标准来
控制，将来则要逐步过渡转入
到环境和生产过程中的监控，
要对具体的微生物指标提出要
求，以此指导食品生产企业进
行日常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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