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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拥挤要秩序

空缺四个多月后，南方科技
大学迎来了第二任校长。

据南方科技大学官网消息，1

月21日下午，该校召开干部大会，
宣布广东省委关于学校新一任校
长的任命决定，北京大学原副校
长陈十一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
长。

陈十一是谁？很多圈外人
士都很陌生。但从履历上看，他
和前任朱清时一样，都是中科
院院士。在国外生活近20年后，
他重回国内领导重建北大工学
院。从没有一个员工和只有约
100平方米的小楼起步，陈十一
奔赴世界各地化缘挖人，主持
设计教学体系，鼓励学生参与
科研，开展国际化教育、导师
制……这些教改经历竟与朱清
时在南科大做的如此相像。

对于新校长，有南科大老师
私下对媒体称，“他绝对是流体力
学领域的‘大牛’。”而南科大校长
遴选委员会成员也公开表示，陈
十一的学术能力、活动能力和组
织能力正是南科大所看重的。

总而言之，力学巨擘陈十一
有足够的“话语权”，这是一直处
在风口浪尖的南科大亟需领头人
掌握的素质。筹建伊始，南科大就
倡导去行政化，而人大某位前校

长一语戳中了现实困境，“（在中
国）如果没有行政级别什么都干
不了”。过去几年，朱清时用他多
年累积的声望尽可能地予以了弥
补，尽管他自嘲集体合影时会被
排得很靠后，但好歹这所学校以
其社会影响力，赢得了广泛尊重。
朱清时后来还感慨，南科大被主
管部门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某
些副部级高校。

如今，陈十一谙熟国内外高
等教育的区别，以他的背景，料想
能够为南科大整合更多的资源。
不过，如何在借用行政资源发展
壮大学校的同时，让教育改革也
保持独立性，南科大一直在谨慎
而艰难地做平衡。

当年，在获准筹建南科大后，
朱清时一直积极申请去筹转正。
后来等不及了，在没正式揭牌的
情况下，南科大于2010年下半年
自主招收了40余名学生，翌年3月
开学。这一“冒进”带来的直接后
果是，首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没
可能拿到教育部颁发的文凭。

今年1月13日，南科大首批本
科生毕业，因为只有南科大自己
颁发的文凭，他们无法在国内考
研，也不能报考公务员。为了学生
的前途，朱清时也是蛮拼的。据报
道，已经荣休的他这几个月一直
忙着给学生写英文推荐信，除了
几名学生选择延期毕业，剩下的
无一例外被他推向了国外的大
学，继续深造。

所幸，尴尬只存在于这一届学
生，在从教育部拿到招生权后，南
科大重新制定了录取模式，将学生
高考成绩计入60%的比重，自授学
位随之不复存在，学生毕业均可获
得国家统一颁发的文凭。

如此与体制若即若离，也引
来诟病。有人把这看做南科大的
妥协，既想改革创新，又想得到体
制认可。朱清时却坦言，即便如
此，这也是引领了高校的创新，很
多学校都在模仿南科大的招生制
度，进展比他预期的要快很多。

不过，这些鲇鱼效应还不足
以满足外界对南科大的巨大期

望，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南科
大没有解决。除了要在既有的权
力和利益格局中游刃有余，南科
大需尽早厘清改革路径，避免在
解决一个个现实困难中模糊了方
向。

去年离任时，朱清时说自己
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任内没有制
定出南科大章程，将改革共识通
过制度凝聚下来，从而规避人治。

南科大章程的难产，本身就
是教改阻力的生动注脚。尽管深
圳市政府一直对南科大颇有善
意，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至今还
没有将制定南科大章程纳入立法
程序的打算，南科大办学只有依
据由深圳市政府制订的南科大管
理暂行办法。

而过去几年，南科大遭遇的
重重波折也一再稀释他头上的改
革光环。学生退学，教授高调宣布
离开，课堂高缺勤率，理事会诸多
官员加入……人们开始疑惑，南
科大会不会真的最后只是一所体
制内的公办大学。

不忘初心。朱清时说，制定南
科大章程的工作只能留给下任来
做了。一部好的大学章程，可以明
确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的权责。
一切按章程而不是按行政指令办
学，这是南科大设想的核心理念，
无论是教授治校还是开展导师
制，离开了这一顶层设计，都是无
本之木。

陈十一表示会继承南科大的
改革基因，在任命大会上，他说，
坚持南科大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
试验田，改革与创建同步，发展与
创新同行。

一切拭目以待。陈十一很务
实，他说，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基础上去做试验田，但
不等于就是试验品。“我们将本着
对每一位师生、对深圳人民、对历
史负责任的态度，精耕细作。”能
不能有更大的突破，始终取决于
教育部、深圳市的态度以及这位
新任校长的决心。

本报深度记者 龚海

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话题，如何
破解拥挤与秩序，恐怕不是一两个
人能回答的，也不是官员拍脑袋能
想出来的。现代社会，智库参与政府
决策日益成为趋势，并不可或缺。

目前，中国的顶级智库并不
多，1月22日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4》显示，在“全球智库150强榜
单”中，仅有7家中国智库入围，排
名最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全
球第27位。

国家已经认识到了智库建设
跟不上经济发展形势的状况，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加
强智库建设整体规划和科学布
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
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
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
业化高端智库。

想必接下来会促进智库的百
花齐放，但同时也要注意规避在政
策利好下，智库一拥而上，光攫取
经费而罔顾质量，2013年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公布的世界智库排名
中，中国的数量就达全球第二。

并并轨轨并并不不意意味味着着
养养老老金金改改革革大大功功告告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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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临近春节，拥挤
越会成为一个正常现
象。

但是，元旦的上海
踩踏事件给我们提了
一个醒，尽量别去挤，
哪怕真的挤上了，也要
有秩序，不要乱。

中国人喝腊八粥的习俗已经
有千年，名气最大的莫过于金庸
先生在《侠客行》一书中提到的侠
客岛上的腊八粥。

时至今日，很多地方，尤其是
一些寺庙，有腊八节免费施粥的
习惯。以杭州灵隐寺为例，每到腊
八，很多市民都会专程前往喝一
碗粥讨个吉祥，而寺庙内也会为
此挤成一锅粥。

但是今年有了新变化，也许是
外滩踩踏的阴云未散，包括灵隐寺
在内的杭州多家寺庙都宣布取消
寺庙内的集体免费送粥活动，而改
为分散派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出
现踩踏事件。

要知道，几乎每年寺院施粥
都会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插队
的，扭脚的，丢鞋的……这多少偏
离了“腊八祈福”的初衷，也让文
明谦让、守礼有节遭到践踏。

想喝腊八粥

最好排队

春运大幕即将于下周三（2月4

日）开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
良日前在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表
示，今年春运又增加了近1亿人次，
安全保障任务更加艰巨。

30多年来，春运大军从1亿人
次增长到今年的37亿人次，相当于
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
口搬一次家。今年运力投入为历年
之最，但仍难以满足春运期间爆发
式增长的出行需求。

也有人提倡换个角度看春运
潮，毕竟如果按春运的客流量来规
划运力供应，等到春运短短几十天
一过，运力必然会严重过剩，这很不
科学。

目前看来，首先需要优化和调
整“铁公机”的运力结构，以形成更
高效的运输组织体系，其次，还应
考虑从源头上缓解春运难。每年春
运，最高的客流是“民工流”，如果
能调整好产业结构，中西部地区实
现就地城镇化，帮农民工就近就
业，无疑会大大缓解春运难。

根治春运难

试试转调

智库待加强

避免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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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全
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社
会保障研究
中心

前不久，
国务院颁布了
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金制度改
革的方案，明
确了机关事业
单位在岗职工
实行与企业职
工完全相同的
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这标志
着被长期诟病
的养老金“双
轨制”走到了
尽头，可谓中
国养老金制度
改革新的里程

碑。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从传统的与计
划经济相适应的单位保障制度，
转变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是，
制度多元并存、待遇差距显著是
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的主要问
题，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
离退休金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户养
老金制度，再加上部分地区实施
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制度可
谓五花八门。

去年年初，国务院决定将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
施，今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金
制度又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并轨，这标志着我国基本养老保
险体系已经形成。其意义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雇佣方式成
为参加养老保险的唯一标准。受
雇佣的劳动者，无论是受雇于企
业（职工），还是受雇于政府（公务
人员），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从而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权
利的均等化。第二，无论是受雇于
企业，还是受雇于政府，参保者都
需要自己缴费，且待遇水平与缴
费水平相挂钩，真正实现了权利
与义务对等。第三，国家公职人员
在养老待遇方面的特殊性不再体
现于基本养老保险领域，而是在
职业福利领域体现。这也客观上
要求企业加快企业年金等职业福
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而保持
和提高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
力。

然而，在老龄化和全球化的
背景下，养老金并轨并不意味着
养老金制度改革已经大功告成。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面临着
如下一些重大的挑战。

其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
险基金长期可持续性的影响。虽
然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制度
与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统一的

模式，但资金仍然独立运行。即使
资金合并使用，养老保险基金的
长期可持续性也不取决于参保的
人数，而是取决于参保人群的年
龄结构，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基金的长期可持
续性面临挑战。

其二，养老金待遇差距仍然
存在。由于机关事业单位要普遍
建立职业年金，但绝大多数企业
并未建立企业年金等职业福利制
度，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
则处于更低水平，因此不同群体
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仍然客观
存在。

其三，基本养老保险统账
结合的制度模式仍待完善。并
轨之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职工都采取了统账结合的养老
金模式，但该模式目前面临个
人账户规模过大且无法做实，
统 筹 账 户 和 个 人 账 户 混 账 运
行，个人账户给付面临长寿风
险和贬值风险等诸多问题，仍
有待进一步优化。

其四，养老服务体系严重滞
后。对于老年人而言，经济收入的
保障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
服务的提供和精神上的慰藉，养
老金制度只能解决收入保障的问
题，而无法解决服务提供的问题。
因此，还需要大力发展养老服务
业，使老年人真正过上尊严和体
面的高质量晚年生活。

▲南方科
技大学新任校
长陈十一院士

(据南科
大网站)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讲评专家 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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