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倒查责任减少“前腐后继”

几天前，云南省纪委发布消
息，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这也就意
味着昆明成为又一个“一把手”连
续被查的省会城市。对于这种“前
腐后继”的现象，自然有必要探求
原因寻求破解之道。

通常而言，形成这种现象有两
种可能：一种是职位本身权力过大
且约束不足，给腐败创造了条件；
另一种是官员在任职前就有贪腐行
为，属于“带病提拔”。上任仅8个月就
被查的高劲松，更大的可能是属于后

者，对症下药的话，就得把“药”对准
领导干部的选任方面。如果除不掉这
个病根，再提拔上来一个“带病”的官
员，那笼罩在昆明百姓头上七年多的
贪腐阴影，还将继续下去。

按说“带病提拔”是个老问题，
像高劲松这种提拔不久就“落马”
的并非孤例。据媒体统计，2013年1

月至2014年12月的两年时间里，至少
有18名副厅级以上官员在提拔后任
职半年内落马，而他们的绝大多数贪
腐行为发生在提拔之前。在这之中，
最著名的要算波及省会城市三任市
委书记、三任公安局长的“山西官场
地震”，中央巡视组就此还特别建议
山西省纪委，“严肃查处‘跑官要
官’、拉票贿选及违规用人等问题，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这样的提醒很有必要，因为
“带病提拔”中的“病”是具有传染

性的。如果地方主要官员本身“带
病”，他的行为习惯将直接影响政
商关系，而利益输送造成的腐败成
本，最终是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的。
看看连续三任市委书记落马的昆明，
房地产投资在短短几年内就占到了
固定资产投资的半壁江山，但在大拆
大建之下，某个与“一把手”关系非凡
的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却留下一个结
构失衡、增长乏力、转型艰难的烂摊
子。同样的情况在山西也存在，对
比不同的城市，经济增长与腐败程
度总体上是成反比的。

选拔领导干部的重要性从这
些地方就体现出来了，这不仅是道
政治题，更是一道民生题——— 提拔
了一个清廉能干的地方“一把手”，
是百姓之福；选派了一个有“前科”
的，则是百姓之苦。按照程序，官员
升迁要有组织部门的提名和纪委

的考察，就是为了提前查出“病”
来。而“带病提拔”的存在，就像伯
乐选了匹劣马，马的问题固然要解
决，伯乐同样责无旁贷。对此，中组部
发布了《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监督的意见》，规定“要建立干部选拔
任用纪实制度，为开展倒查、追究问责
提供依据”，而各个省份也相继建立
起类似的“追责机制”。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
在官员落马之后，在“带病提拔”坐
实之后，相应的追责能否真正开
展。如果不痛不痒地走个过场，那
给官员升迁把关的各项制度，也就
形同虚设了。就拿这次来说，高劲
松落马之后，就有媒体翻出了一篇
报道，记载了他刚升任市委书记时
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看来，这
篇报道就像游戏画面中的弹窗，时
刻提醒着还有一项未完成的任务。

官员升迁要有组织部门的提名和纪委的考察，就是为了提前查出“病”来。而“带病提拔”的存

在，就像伯乐选了匹劣马，马的问题固然要解决，伯乐同样责无旁贷。

语文教学不能止于“真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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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元森

随着反腐节奏的加快，被打掉
的“老虎”或“苍蝇”越来越多，民间
对此逐渐习以为常。反腐无禁区，反
到谁那都是有可能的。尽管如此，个
别官员的落马还是被看成爆冷。没
想到啊没想到，“浓眉大眼”的家伙
也腐败了，一些在群众眼中形象颇
佳的官员最终都被纪委扒下了伪
装。其中很多堪称演技派高手，比如
一件棉布背心穿三十年的吐鲁番地
区水利局原局长曹培武，一双皮鞋
换了三次底的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市
长助理樊中黔。

贪官节俭近癖，不排除个别人
曾经有过穷怕了的经历，落下了心
理阴影，只有像葛朗台那样疯狂地
积攒财富才有人生的动力。更多的
则是炫穷，以炫穷掩饰腐败。越腐
败，越怕暴露，越怕暴露，越要使劲
表演清廉。有贪官平日衣着朴素，骑
自行车上班，被查后发现贪墨的现
金数以亿计，人前人后完全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生活。某市市委书记落
马，官场内外都很惊讶，因为他的一
双老布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多人觉得这人不错，和那些扎爱
马仕腰带、抽“九五至尊”的官员不
是一路人。唯有书记本人知道，自己
每天是何等的惶惶不安。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官员为了避免是非，刻意
低调。曾经一段时期，网上有股鉴表
识官员的热潮，很多官员佩戴的手
表都被截图发在网上，以是否有名
表判定有无贪腐。于是，很多官员在
会场上开始露出光秃秃的手腕和浅
浅的表带痕迹。民有所好，官必有所
应，不然麻烦纠缠不清。其实，很多
官员的手表未必都是名表，即便有
些是名表，也未必来源不合法，即便

自己的收入买不起，也许还有亲人
子女买得起。

在一些官员炫穷的同时，社会
上还有一股炫富甚至斗富之风。去
年一年中国人消费的奢侈品超过一
千亿美元，绝对是全球最大买家。在
前几年，宝马撞人还是很有看点的
新闻，而现在大家对此基本无感。日
前有媒体报道，北京一隧道内上演

“速度与激情”，一辆法拉利撞毁一
辆兰博基尼，现场还有玛莎拉蒂等
车。这才是有料的新闻。在北京这座
著名的“堵城”内，竟然跑车云集，想
想也是醉了。很多人追逐名车名表
名包，完全是处于标榜身价的需要，
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穿袖子上绣着

“皮尔卡丹”的西装。如果没有一副
像样的行头，他们出去和人应酬就
觉得心里没底。年轻的公子哥有了
这些，旁人一看就知道“老爷子”不
一般，美貌的小模特有了这些，旁人
一看就要想一想背后“干爹”可能不
一般。从某个角度讲，炫穷的人和炫
富的人有紧密的交集。正如炫穷会
成风，炫富也是如此。在炫富的风气
下，正经做生意的人不开一辆体面
的商务车也经常被怀疑实力。他们
必须嚣张地摆出一副“老子有钱”的
架势，才能搞定各路人马。

随着反腐的深入，很多官员将
明白炫穷根本不能自保。只要制度
反腐起作用，官员何必演清廉呢？反
腐的“副作用”则是奢侈品消费降
温，因为一些人被断了不法收入的
来源，奢侈不起来了，另外平常人
家只需要量入为出，没必要以炫富
求平安。所以说，社会风气的好坏
不仅要看道德人心，还要看权力是
否得到了应有的监督。如果不能，
社会风气必然是各种的反常，这也
算是腐败的溢出效应。

□刘昌海

广西都安县一条村级公路，
被矿老板侵占建设私家别墅，导
致原有公路被迫改道，邻近住户
大门被堵。当地国土局韦局长在
接访时，竟责怪举报者黄女士一
家不早日反映问题，并称：“被人
强奸，生小孩了你才去告他？”（4

月12日《南方都市报》）
韦局长这比方打的，绝了。不

过，韦局长似乎没搞清谁是正主
儿。矿老板从2010年就开始占道建
设私家别墅，被直接侵害的是政府
相关部门。只是因为政府部门对侵
权行为不闻不问，才导致矿老板变
本加厉，把院墙圈到了人家门口。

可以看出，黄家向政府部门反映
问题其实一点儿也不晚。

有意思的是，虽然都安县交
通局领导承认矿老板私自侵占村
级公路修建别墅属实，却认为他
又修建一条新路“也方便群众”，
如果大家协商不成，政府将要求
矿老板恢复原有道路。对于这起
是非曲直非常明显的违建行为，
政府部门居然还在当和事老。

所谓言为心声，每一起雷语
事件的背后，其实都能够看出一
个人或部门的立场。“被人强奸，
生小孩了你才去告他？”绝不仅仅
是当事者偶然口不择言说错了
话，而是心里早就站在了违法侵
占道路者的那一边。

警惕雷语背后的权力“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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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穷的与炫富的
□孙明

“《再别康桥》是诗人徐志摩
对友人和情人的怀念，有些老师
非得说它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
热爱故土的情感。”教育部前新闻
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
认为，现在的语文教育存在很多
的“假语文”。(4月12日《中国青年
报》)

语文教学之所以出现“真假”
之争，乃是由于如今的语文教学
不遵循教育规律，教育理念出现
了偏差。其实，语文教学更应该是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即以语
言培养为核心，以文学作品为载
体，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造

能力，让学生成为语文学习的主
体，而不是只有教师满堂灌的独
角戏。此外，语文还是一门综合性
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把语文
与情感、美育、人文教育结合起
来，倡导大语文观念。

要想让“真语文”成为语文教
学的常态，还需要提高教师的综
合素养，使其能够对文本进行多
元解读。同时，倡导民主课堂，跟
学生开展有效对话，并给学生更
多的思索和研究空间。更重要的
是，不应止于仅仅开展“真假语
文”大讨论，还应在语文教材建
设、语文教师培养和多元的语文
评价上融入真语文理念，这样才
能真正让语文教育回归本真。

试说新语

现在说劳动力制约中国经济为
时过早。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李稻葵看来，劳动力的增长放缓
导致生产能力增长慢了，但这不是
制约中国经济下降的元素。现在不
是生产能力跟不上，是总需求出了
问题。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劳动力
的人数，还要看劳动力的素质。

“管资产”和“管资本”，一字之
差，天壤之别。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
尚希认为，所谓的管资产就是负债
加所有者收益都要管，而管资本只
需要管所有者收益。改革后的国资
委，只需要管好股权，不再涉及企业
的人和事，这样整个企业的治理架
构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国企反腐比官场反腐更迫切。
在学者邓聿文看来，尽管迄今

的反腐主要是在官场展开，但并不
表明国企就是被遗忘的角落，反腐
之火烧到国企，也是非常猛烈的。鉴
于国企治理结构的特殊性，一定意
义上说，国企反腐比起官场反腐来，
更具迫切性。

立法评估应凸显廉洁性指标。
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课题组

组长邓联繁认为，之前的制度廉洁性
评估，重事前评估而轻事后评估。将

“廉洁性”纳入立法评估的指标体系，
是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全面依法治
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葛一语中的

葛公民论坛

“不愿”的潜台词往往是“不
敢”，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有效引导
舆论的能力，生怕面对公众和媒
体说错话。“多做少说”恐怕是个
托词，背后恐怕是情况不熟悉、问
题没搞清、工作不扎实，害怕当众
作出承诺无法兑现，害怕接受群
众监督。

人民群众拥有知情权。中央
推出的重大改革措施，从医疗到
教育，从反腐败到公正司法，每一
项都涉及亿万群众切身利益，都
要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只有把
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
来，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这种公开透明的姿态本身就
体现了改革的精神，需要贯穿到
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触及
一些人的实际利益。越是这样，越
要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
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清楚，
避免出现误解，争取最广泛的支
持，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推进改
革的主力军。公开透明也是倒逼
政府部门落实中央决策布置的强
大动力。只有让公众充分了解改
革的前景和目标、“路线图”和“时
间表”，才能督促各级政府部门突
出重点，对准焦距，拿出硬招实
招，如期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相关
信息不应当成为问题。(摘自新华
网，作者张晓松)

葛媒体视点

评论员观察

向群众说清楚不应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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