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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半月谈》报道,随着国家对新选
拔任用干部基层工作经历的进一步重
视,一些地方对基层工作经历年限作了
明文规定,或者对有基层经历者予以政
策倾斜。在此背景下,许多公务员积极
到基层广阔天地增长才干,但同时也出
现为了“攒”基层经历而“混基层”的现
象。一些干部过着“假装在基层”的生
活,选择“先下去、再上来”的曲线模
式。对他们来说,有了基层工作经历,
升迁可“加分”,提拔重用将如期而至。

“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
郡。”基层工作条件差,而且“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可谓纷繁复杂。基层
工作旨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要做好十分不易,但基层的实践最具
体、最实在、最能锻炼人。一些年轻干
部是“三门干部”——迈出家门进校门、
迈出校门进机关门,对他们而言,经过
基层锤炼,更能炼就一身过硬本领,更

能明白“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理。

干部到基层起的是“炼金”作用,
但当“炼金”变成了“镀金”,意义也就
完全变了。所谓“炼金”,是真正对基
层工作充满感情,像沈浩那样把到农
村基层工作当成“干事创业的机会”,
把到小岗村当书记看成是“组织的信
任与赐予,是花钱买不到的责任和荣
誉”。这样的“炼金”不仅对于干部个
人成长有意义,而且对于改进基层工
作也很有意义。一些从机关到基层的
干部,以自己的视野和开拓创新精神,
给基层干部带来启迪。

但“镀金”不是这样,这些干部是
“人在基层心系机关”,下基层纯属走马
观花、蜻蜓点水。有的当“游客”,刚到
了基层,就千方百计想着调回去；有的
当“飞人”,两边来回跑,不能静下心来
做一些事情；有的当“高僧”,不接触真

问题、不化解真矛盾,只想平平安安、早
点回城；有的当“教练”,只想指手划脚,
不肯实干担当,热衷搞短平快项目,不
愿做一些抓基层打基础的事。正如《半
月谈》调查指出的那样,“镀金”干部大
多逃避基层、逃避群众。

这种“假装在基层”伤了很多基层
干部的心。很多基层干部真正扎根在
基层,尽责在基层,但由于多方面的条
件限制,一直没有提拔晋升的机会。对
此他们也能够理解,也能够正确对待,
始终不改“以百姓之心为心”。可这些

“镀金”干部的心思根本就没有用在基
层、用于工作,有些人不仅没什么能力
甚至连作风也有问题,可最终得到了提
拔重用。要说基层干部对此没有一点
想法,相信不可能的。

还要看到,这种“假装在基层”,对
他们的原单位来说,也极不公平。“假装
在基层”的干部,一种是主动镀金,以求

走终南捷径；一种是被动镀金,等待惯
例安排。但一般而言,他们都有点“能
耐”,不少都有关系,有的还是领导的

“红人”。这些人得到机会下去了,而那
些真正需要锻炼的、真正对基层有感情
的,却得不到锻炼机会。更重要的是,
这些下去的人毫无作为,结果“镀了一
层金”回来,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假装在基层”带来的伤害,不只是
在基层。这些“镀金”干部具有多重危
害,不仅挤占了老老实实干工作干部的
正常晋升机会,而且违背了党和政府推
动干部下基层的初衷,扭曲了党和政府
选人用人政策,这同样属于一种“人事
腐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要否定下
基层,而是要让优秀干部下基层,要建
立科学完善的考核机制,不给“假装在
基层”的“镀金”干部任何机会。

“镀金”干部在基层遗留下一地铁
锈。“假装在基层”,既然是病,那就得治。

浙江正在大力推进的“最多跑
一次”改革，实质是政府自身权力机
制和评价机制的改革，其本质要点，
不仅在于官民互动，更在于如何保
障这样的互动成为改革的动力。

“跑断腿”“磨破嘴”，对于经常
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群众和企业来
说，这样的经历并不稀奇。但是，正
在浙江大力推进的“最多跑一次”改
革，却使政府服务的这一痼疾有望
得到改观。据报道，“最多跑一次”
始于去年年底，由时任浙江省委副
书记、代省长车俊在浙江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旨在倒逼政
府部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增强经济社
会活力。

假如真的能做到“最多跑一
次”，对于广大群众和企业来说，当
然是天大的喜讯。而从媒体所报道
的相关数据来看，到今年10月下旬，

“最多跑一次”的实现率，也就是实
现“零上门”网上办理及跑一次办结
占全部办事数量的比例，已达到了
82.6%；民调显示的企业和群众对改
革成效的满意率，也达到了 95.7%。
显然，“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

无需多言，“最多跑一次”取得
如此靓丽的成绩并持续稳步推进，
对于政府自身服务的改革是一次有
重大现实意义的突破。而长期苦于

“跑断腿”“磨破嘴”的公众当然也会
问：这种突破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据媒体的报道，“最多跑一次”
实 际 已 是“ 浙 江 政 府 改 革 的 3.0
版”。此前，浙江政府改革已经经历
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四张清单
一张网”两轮改革。在减少行政审
批事项以及大数据和技术支撑上，

为“最多跑一次”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由此，“最多跑一次”实为有备
而来，是持续、扎实改革的深化推
进。不仅如此，“最多跑一次”还以
群众感受为标准，坚持“让实践来检
验、让基层来评判、让群众来打分”，
变自我评价为群众评价，变群众观
望为群众参与，让群众成为改革的
监督者、评判者、推动者。

由上述简短的罗列可以看出，
浙江正在大力推进的“最多跑一次”
改革，实质是政府自身权力机制和
评价机制的改革，其本质要点，不仅
在于官民互动，更在于如何保障这
样的互动成为改革的动力。也即，
如何让“倒逼”真正发挥作用。

坦率地说，市场中并不缺乏“倒
逼”的力量，关键是如何让这样的力
量真正有力。历史而言，浙江有开
放的传统，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
也有浓墨重彩的书写。这使得这个
沿海省份在对权力和市场的边界问

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所谓
“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
会活力的加法”，所谓“优化政府供
给”，未必全然是“倒逼”之下的不得
不为，对于信仰改革开放之人而言，

“倒逼”其实更多的是为其改革又增
加了一种外来之力。正因此，“最多
跑一次”改革的具体措施值得学习，
但更值得学习的，是如何将改革开
放、将政府自我约束上升为真正的
信仰。

“最多跑一次”实施以来，今年
1~8 月，浙江投资项目平均审批时
间与去年同期相比，从 221 天缩短
到 104 天，提速一倍以上；剔除企
业投资意愿增强等因素影响，改革
对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提速的贡献
率占一半左右。这是改革的真正
实效，是“优化政府供给”、深化政
府职能改革的现实红利。由此，

“最多跑一次”显示出必须而为的
动力和前景。

近日,新疆发布公告,为自治区
地矿局、乌鲁木齐高新区、昌吉农科
园招聘9名聘任制公务员。记者发
现,仅10月份以来,已有四川德阳、
河南开封、山西省、新疆四个地区发
布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公告。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至少已有
21个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招
聘。中办、国办不久前印发《聘任制
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对聘任制
公务员的招聘、管理、出口等方面进
一步明确。

(11月28日《新京报》)
聘任制公务员并非新鲜事物,早

在 2007 年,深圳首次试水公务员聘
任制,上海、重庆、福建、江苏、四川等
多个省市均加入该行列。按照《聘
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规定,
聘任制公务员主要面向专业性较强
的职位,机关依据聘任合同管理约束
被聘任的公务员。该制度的目的就
是激发聘任制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将
其工作能力、工作成绩与待遇直接
挂钩,真正实现能者多得、多劳多
得。虽然聘任制公务员制度设计的
初衷就是为实现优胜劣汰、激发活

力,可是近些年聘任制公务员因为
“零淘汰”而备受争议,不少聘任制公
务员还成功转为委任制公务员,“瓷
饭碗”直接变成了“铁饭碗”。可以
说,聘任制公务员此前的试水并未实
现制度设计的初衷。

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备受争议还
因为缺乏切实的考核机制.既然聘任
制公务员多属技术类岗位,负责考核
的部门或个人必须有专业的技术水
平,才可能实现有效监督。如果考核
缺乏专业性色彩,考核也只是走个形
式,不可能对聘任制公务员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当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考
核成为过场之后,根据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本来有聘任期限的劳动合同就
会转成无固定期限的合同,所谓的聘
任制还是会走向委任制。若聘任制
公务员无法实现优胜劣汰,还不如直
接实行委任制。

聘任制公务员很容易成为某些
人“曲线救国”的突破口,当“零淘汰”
成为普遍的事实之后,聘任制就很容
易转成委任制,所谓的聘任制不过是
延长了试用期而已,委任制与聘任制
没有本质的区别。此外,聘任制公务

员岗位基本针对技术类岗位,这种岗
位很容易因人设岗,“萝卜招聘”就有
了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为防止聘
任制轻而易举地转为委任制,《聘任
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就设置了
较高门槛,其中规定经省级以上公务
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转为委任制公
务员。很显然审批机关的级别升高
了,难度加大了。

聘任制公务员制度要实现人才
能进能出的关键在于能出,否则就
形同虚设。为解决该问题,《聘任制
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的规定比
公务员法更严苛。对比如下:聘期
内年度考核不称职的聘任机关就应
当解聘,而公务员是连续两年不称
职才能辞退；公务员不能胜任工作
可以另外安排,但聘任制公务员经
试用不符合聘用条件的则直接解
聘。此外关于解聘的条件,聘任制
公务员的要求普遍严于公务员法。
总而言之,聘任制公务员制度要发
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激发聘任制公
务员队伍的工作积极性,聘任制公
务员不能成为试用期“加长版”的
委任制公务员。

2015年 10月，浙江省杭州市拱
墅区建设局房证管理科原科长马伟
荣，被开除党籍。近日，马伟荣因贪污
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20年。经认定，马伟荣在职
期间仅贪污公房就有19套。

（《中国纪检监察报》11月28日）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个小小

的科长，贪污公房多达 19 套，尽管报
道称“数量令人瞠目结舌”，但并未跳
出“小官巨贪”的腐败窠臼，也符合“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贪污逻辑。

这起案件之所以值得剖析，在于
马伟荣身上所流露出的“气质”，既让
人看到了贪官所具有的普遍共性，又
在共性中凸显独特个性，比如马伟荣
说过，“只要有机会，就会想着去捞一
笔，结果愈捞愈多，现在想来，连自己
都觉得不可思议”。连自己都觉得不
可思议，不仅是可笑，更让人读出了
可悲。

剖析这个贪官，起码有三个维度。
其一，永远不要相信贪官会见好

就收。总结贪官们的堕落史，可以发
现他们不是一下子成为巨蠹的，往往
从贪小钱、受小贿开始，他们一开始也
紧张，也会发誓捞了这笔就收手，但贪
欲如喝海水解渴，越喝越渴。马伟荣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浑水摸鱼，利
用手中职权贪污公房，从未停歇，直至
案发。贪欲无度，再多的房子也填不
满欲望的“无底洞”。

其二，永远不要给官员留制度空
子。马伟荣屡屡得逞，与找到畸形的
敛财之道有关，也与制度不健全有
关。有个细节是，当时的拱墅区住建
局国有资产底数不清、管理混乱，一些
公房的家底、出租和销售都是“糊涂
账”，攫取公房对于马伟荣而言，就只
是签个名这么简单。可以说马伟荣的
贪念是被“激发”出来的。

其三，永远不要认为腐败是市场
经济的产物。现实中我们经常听到这
样的论调：“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
物”“腐败现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
改革造成的”……仿佛腐败与市场经
济天然在一起，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腐

败，腐败与计划经济绝缘似的。
马伟荣所鲸吞的公房即是计划经

济时代的产物，尽管他贪腐时间已处
于市场经济时代，但其贪腐途径仍有
浓厚的“旧”时代特色，即“早期公房管
理制度的不完善、信息化程度低，给了
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公有住房姓公，
公家的东西不能沦为私有。一些官员
打着公家的名义乱来，如果监管不严，
不正为腐败分子攫取公房提供良机？

有个肮脏的交易，特别耐人寻
味。2002年，马伟荣发现某房地产公
司在拆迁过程中拆除了大量公有住房
的公共面积没有补偿，便以拱墅区房
管局的名义与之交涉。据马伟荣称，

“开发商提出，公家的补偿就算了，给
我们个人分些房子，我私心比较重，就
答应下来。”结果，马伟荣获得了拆迁
安置房三套，其分管领导获得一套，而
拱墅区房管局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把
公权力交给这样的人手中，不是很可
怕吗？

公房变私房，马伟荣的所作所为
不是简单的权力寻租，而是监守自盗，
吃里扒外。十九大报告指出，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
展。现实中还有多少马伟荣？必须把
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笼子不能有漏
洞，更不能是纸糊的。

“红黄蓝事件”正在
催生北京幼教管理的全
面升级。记者昨天从北
京市教委下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各类幼儿园管
理的通知》获悉,各区要
责成举办者依法履行办
园责任,进一步明确园长
的管理责任；针对社会关
注的幼儿教育的师资问
题,各区要严格师资管
理,加强幼儿教师准入资
质审查、师德师风建设。
同时,北京市教委也表
示,各区要对区域内各级
各类幼儿园开展安全大
排查工作,各区要立即协
商安排,为区域内每所幼
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11月28日《北京晨报》)

近期,虐童事件持续
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在
上海携程亲子园一段被
公开的监控视频中,该亲
子园的看护人员殴打只
有十几个月大的孩子、喂
孩子吃芥末。不少看过

视频的家长均表示这样的行为“令人发
指”。有人质疑,这样的人是如何进入托儿
所当起幼儿老师的?现如今是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当幼儿老师?有律师表示,进入托儿
所当幼儿老师,应该设置必要的门槛,将有

“前科”者拦截在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大门
之外。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各地的
学前教师缺口都是比较大的。比如 2015
年,安徽省幼儿园教师缺口达到5.72万人,
教育发达省份如江苏省教师都缺两万到
三万人,缺口额超过五分之一。幼教师资
缺口问题在北京市也同样凸显,2015年北
京幼教师资缺口接近2.5万人。因为供不
应求,一些幼儿园特别是一些民办幼儿园
在招人时,只要有人应聘,就不管其资质如
何、人品如何,统统吸收进来。因为招人时
没有相应的门槛,难免会有人滥芋充数,一
些不合格、不适宜从事幼儿教育的人也被
吸收进了幼儿园,给虐待幼儿等埋下炸
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表示,要解决目前幼儿园师资的问题,一是
数量的增加,二是质量的提升,并且需要把
质量提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笔者注意到,在已经公开的幼儿园虐
童案判决书中,涉事人员大多文化程度不
高。有业内人士指出,幼托行业处于法律
的灰色地带,监管政策仍然缺失。也有声
音表示,虐待幼儿的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具
有心理障碍和暴力倾向,因此在入职前应
当设置一定标准的心理学科测试和检测,
不准具有潜在心理障碍和暴力倾向的人
群进入该行业。此外,在任何一家幼教机
构从事教师工作的人,都应当有职业期间
的行为记录,用以针对后续从业的参考,从
而避免有前科的人再次进入行业内。

幼儿是一个特殊群体,本就不是什么
人都可以当幼儿教师。对幼儿的任何伤
害,都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所以,很
有必要设置一定的门槛,将不适合者拦截
在大门之外。

在美国,一朝性犯罪,永远是坏人。我
国虽有俗语“浪子回头金不换”,可很多“犯
了事儿”的“浪子”出狱不久可能再犯罪,

“二进宫”“三进宫”的大有人在。从这个
角度看,我们不能拿幼儿安全去试探一个

“浪子”幼师到底能不能“回头”。为了防
止他们“卷土重来”,就必须全力防范,把握
好幼儿教师进入门槛这个关口,做好资格
审查、背景调查以及行为审核等工作,将有

“前科”者拦截在幼儿园的大门外,不给他
们有任何伤害幼儿的机会。

“一家人专门从外地来看《巴黎的
火焰》，却买不到票，投诉到我们这儿，
质问‘票去哪儿了’。”正值中央芭蕾舞
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芭蕾舞演出
季，天桥剧场的负责人连续接到类似
投诉。面对诘责，他们无奈地拿出票
务信息，给出答案。被认为“高雅”的
芭蕾舞，也让观众投诉票难买，既说明
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受欢迎，也折射出
文化市场还难以满足公众需求。

这些年，从朱晓玫的钢琴演奏
会、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到故宫的

“千里江山”特展，类似这样一票难求
的情况屡屡出现。最近中国美术馆

“美在新时代”的“壕展”，再次让观众
排起长队。公众热情高涨，才能让文
化市场活跃、文艺创作繁荣，对于文
化产品的供给侧，这是最深厚的土
壤。但另一方面，“曾经沧海难为
水”，看过了更好的演出、欣赏了更好
的展览，观众的水平会提高，对于文
化产品也有了新的要求。是一票难
求还是门可罗雀，考验的是文化产品
提供者的能力和水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演什么、怎么
演，展什么、怎么展，就变成了更重要
的问题。比如，俄罗斯院团的芭蕾舞

《天鹅湖》，往往能吸引不少观众。不
过，这些院团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加
筛选地引入，即便有一时票房，放之长
远却容易“劣币驱逐良币”，拉低市场
水平。舞蹈如此，其他的展览、演出也
同样如此。文化工作者以敏锐触觉发
现市场的同时，也要以专业眼光为市
场把关，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提升社
会的文化水位，进一步打开人们生活
中的“文化空间”。

开展文化活动，不一定要在金碧
辉煌的剧院。从天桥剧场开展芭蕾进
社区、芭蕾大师面对面等活动，到“网
红”故宫推出介绍古代艺术作品的多

媒体产品，都是有益的尝试。北京街
头还有“流动美术馆”，在路边墙上挂
上书法和绘画作品，引来不少人驻足
观看。如果路边的公交车站、地铁的
灯箱广告也能成为文化展示区，如果
街心花园、城市广场也能成为小型演
出场所，城市生活可能就会更多一些
文化味儿。

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文化态度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有抱
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
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
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
跳动。”有一颗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的
心，也才会有把握时代脉搏、受到人民
欢迎的好作品。如果仅仅把文化当成

“个人表达”，甚至仅仅是为“稻粱谋”，
就走不出自己的“方寸之地”，更谈不
上以文惠民、以文润人了。

文化惠民，也是“民惠文化”。对
于文化作品，观众既是欣赏者，也是批
评家。这是一个互相打量、互相促进
的过程。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的电影会有“自来水”，观众可以在
网站评论、评分，“口碑营销”带来强劲
票房；而那些内容空洞、表达陈旧的，
即便是广告铺天盖地、演员星光熠熠，
也难免会被网友给个低分。文化建设
要迸发出强大的能量，文化市场要获
得持续的动力，正应该在赏与析、观与
评中形成良性互动。

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
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
的精神食粮。”这让人想起草原上的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以蓝
天为幕布，以草原为舞台，他们每年
为牧民演出超过 7000 场，被牧民亲
切地称为“我们的乌兰牧骑”。或许
每个文化工作者、每家文化机构，都
需要以公众这样的称呼为最高荣誉
——“我们的”。

“假装在基层”是病就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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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的关键是改革政府权力
□徐冰

聘任制公务员关键要能优胜劣汰
□刘勋

打开公众的“文化空间”
□李洪兴

科长贪污19套公房
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王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