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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多年来一直向选区的选民述职#选民找

得到他们#他们在人大会上做了什么#选民都能知道$ 有的代表#一

直坚持了十几年#把选民的呼声及时反映到政府#同时也把政府的

难处#告诉选民$

我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媒体的记者#更跟纪检部门没什么关

系#但每周都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问题#所遭遇的麻烦和%冤屈&通过

各种形式反映给我#我只能挑一些看起来比较严重的#转给我认识

的编辑记者$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底下的

老百姓的确不知道该将问题反映给谁$

议会制度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它的理解#就是沟

通上下的#把底下的民情反映上去#将上面的考虑传达下来$ 人民

代表大会不是议会#属于最高的人民权力机构#按道理#比议会更

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具体操作过程中#下情上达#或者上情下达#

也属于这个制度的应有之义$ 今天#民意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通过

纪检部门向上反映#也可以通过媒体#通过网络表达#但是#最直

接#也最有效的反映#还应该是通过人民代表来传达$ 人民代表不

仅可以将选民的意见带上来#而且可以通过质询#督促和监督政

府机关落实$

事实上#除了个别特别差的官员#一般来说#政府和政府官员

其实非常希望下情能够上达#上情能够下达#沟通并不是一个令他

们特别讨厌或者害怕的事$很简单#任何一级政府#都需要有政绩#

都不希望自己的辖区出乱子$ 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往往相反#

随处可见上下不沟通的现象#上面下面想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双方

南辕北辙#相互猜忌#互不信任$ 官员说东#老百姓会往西去理解#

有时候#明明是好事#都办不出效果#甚至出反效果$官员觉得自己

很冤#好心办坏事#老百姓不理解#双方的隔膜#越来越深#越来越

重$ 老百姓有事就想通过媒体披露#曝曝光#而官员则觉得媒体总

是给自己找麻烦#因此对媒体强烈抵触$

说到底#之所以出现这种各说各的话#彼此不信任的状况#在

很大程度上#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不太完善#

人民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代表#原本制度设计最合适表达民意的机

构#在沟通中#起的作用受到局限$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人

大代表跟自己的选民脱节#在制度上#还缺少足够的组织措施保

障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时间一长#选民有的时候#就很不容易

找到自己的代表$

今年是各方面比较困难的年头#解决当前的问题#尤其是维持稳

定的问题#很关键的是要加强官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这一方面#

人大代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

能让各级人大代表都能发挥作用#解

决眼前的困难#按理说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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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的%康乾盛世&#据国内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说法#那是

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几个繁荣昌盛的世道之一$ 在我自己的目力范

围内#就很有几个研究者对此如数家珍甚至津津乐道并沾沾自喜$

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盛世无非是指那些政治清明'国力鼎盛'

社会稳定'海不扬波'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 康乾时期既

然号称%盛世&#那么它一定也是如此的吧(

不过#当我有幸读到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专家孔飞力教

授研究%康乾盛世&的一个小切面力作)叫魂***

!"#$

年中国妖术

大恐慌+后#我对这段所谓的%康乾盛世&不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孔飞力的这本作于
%&&'

年的旧书#曾经被权威的)纽约书评+评

价为 %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

老国家的伟大著作&$ 在这本十分耐读的严肃学术著作中#他所解剖

的一个标本就是发生在乾隆治下的
!"($

年的%叫魂妖术&的故事$

%"($

年初# 杭州府德清县县城一段城墙的水门和城桥坍塌了$

阮姓知县雇用了一位叫吴东明的石匠#雇他带领石匠们重修水门和

城桥$ 开工后#吴石匠接到了一位叫作沈士良的农夫帮他%叫魂&的

请求$ 原来#农夫长期受到俩侄子的折磨#走投无路之下决定按照民

间的一个%妖方&#把俩侄子的名字写在一张纸片上#然后求吴石匠把

纸片贴到木桩顶部#在施工时用大锤死死地将其砸进泥土中$ 民间传

说#大锤的撞击会添加某种精神力量#那些纸片上被写上姓名的大活

人会因为被摄去精气而不是生病就是死亡$ 这就是所谓的 %叫魂&法

术$ 面对农夫的请求#吴石匠深怕自己卷进这样的纠缠之中#于是把

这件事情报了官#沈士良最后被县官打了
)*

大板予以开释$

按理说#这样一件在中国民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事件#到此

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是这样一起小小

的事件#引爆了一场波及
%)

个行省'延续时间达数月之久的大恐慌$

德清的吴石匠事件发生不久之后#从浙江开始#关于%叫魂妖

术&在各地泛滥开来的诸多谣言便不胫而走#一股莫名其妙而又

歇斯底里的大恐慌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在地方官上报朝廷的

材料里#各地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叫魂案件&$ %叫魂&的方式也由

最初的靠在纸片上写上姓名摄人魂魄的勾当#演绎成了%靠剪辫

子&或者施法术于被害人衣物之上等手段来摄人魂魄$ 可以想见#

由于那根%辫子&是满清统治者维持法统的象征物#关于%叫魂&传

言的严重性便迅速升级#最终被统治阶层解读为是一系列互相联

系着的'涉及%谋反&的重大政治事件#直接上达了乾隆那里#成了

困扰这位%明君&好几个月的一块心病$ 此后#乾隆皇帝不敢有一

丝一毫地怠慢#严令各地严打的谕旨一道道下达#陆续引发了一

系列冤假错案#许多游方僧人'流浪者和乞丐被当成妖术的执行

者而遭被捕和杀害$ 一时间#大半个中国人心浮动'鸡犬不宁#直

到有一天弘历皇帝猛然醒悟过来#命令停止清剿#这场莫名其妙

的闹剧才戛然而止$

真是不能不佩服孔飞力教授的这双 %法眼&$ 他在书中所提及

的%盛世妖术&事件#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在封建君主制度下中国所出

现的%盛世&局面的真相#是很有些启迪价值的$

简而言之#封建君主制度下的所谓%盛世&不过是一种极为短

暂的幻觉而已$ 套用孔飞力教授的话就是%镀金时代&#也就是%镀

金的盛世&$ 因为它耀眼的光芒是镀上去的#所以虽然比真金更其

鲜亮#但其实质不过是%一只纸糊的灯笼&#根本经不起一点风吹

雨打#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显出其虚弱而苍白的本相来$

而且#衡之以大清朝的史实#%康乾盛世&之后不到半个世纪#

就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英夷的坚船利炮面前#大清朝束手无

策#只好与人家订立城下之盟#由此在内忧外患之中陷入了梁启超

)李鸿章传+所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衰落时期#最终在
%&%%

年被

武昌城内新军的一次小小的哗变彻底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 倘

若从这个高度上看#那么#所谓的%康

乾盛世& 不过是大清走向灭亡之前

的一种回光返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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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官油子&长袖善舞#精于做秀'拙于做事,%官油子&乐于谋人#

短于谋事,%官油子&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官油子&欺上瞒下#弄虚

作假,%官油子&好大喜功'光说不做,%官油子&两面三刀#见人说人

话#见鬼说鬼话,%官油子&神通广大#无功受禄#平步青云$

什么样的官场文化下会适宜%官油子&的生存和发展呢( 纵览

历史和现实#如果把产生%官油子&的官场文化称之为%官油子&文化

的话#它大概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唯上和媚上$领导的指示和讲话常挂嘴边#上级文件照抄照念#

政治一贯正确$ 信奉的原则是上级领导永远是对的#紧跟领导即使

错了也是上级的责任$ 唯领导马首是瞻# 不顾群众意见和反映#唯

上级指示是从#生吞活剥领导指示#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只要领

导一句话#不怕群众万人骂#只管领导高兴不高兴#不管群众满意不

满意$ 调动一切资源#动员一切力量#创造一切机会#取悦领导$ 上

级领导的满意和高兴是工作的出发点和工作好坏的评判标准$ 平

常研究的不是群众的疾苦和需要#而是领导的好恶#平常走访联系

的不是基层群众#而是向领导汇报和表功$ 领导交办的事情不敢怠

慢#群众反映的问题置若罔闻$

权谋和谋权$ 琢磨的是人不是事# 整天想着如何摆平关系#不

是想着如何干好工作$ 左打一拳#右踢一脚#无事生非#制造矛盾#

居中调解说和#扮演好人#玩弄权术#树立权威#从中渔利$ 见面亲

兄弟#背后说坏话#甚至暗中放冷箭$ 正经的科技文化不学#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不思#现代管理理论和技术不钻#满脑子封建

官场上尔虞我诈的一套$ 权谋的目的是为了谋权# 一切为做官#一

切为升官#不利于升官的话不说'不利于升官的事不办'不利于升官

的人不交$坐着下面位子想着上面位子#%二年不提拔#心中有想法,

三年不挪动#就想去活动$ &权在他们的眼中是光宗耀祖的锦衣#权

在他们手中是为个人和亲友捞取好处的工具$

圈子和宗派$ 以人划线#搞亲疏远近#形成小集团'小圈子$ 圈

子交往'圈子决策#先圈内后圈外$ 有利圈内同沾#有福圈内同享#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不讲政治'不讲大局'不讲原则$ 为了圈子的

利益#常常是非不分#甚至黑白颠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宗派主

义严重#你争我斗#%文革&遗风#你方唱罢我登场$ 搞跟人战术#傍

靠权贵#拉帮结派#培植死党#人身依附$ 搞盯人战术#安插亲信#打

探消息#通风报信#制造事端#排除异己$ 圈外人正常的批评被视为

蓄意的攻击#正常的意见表达被视为故意找茬$ 精神委靡#灵魂出

鞘#心中没有群众#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小团体$ 人民的天下'共产党

的政权#变成了他们小圈子的名利场$

包装和空假$ 电视天天上#报纸天天登$ 电视现其形#广播闻其

声$ 装腔作势#逢场作戏$ 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自吹自擂$ 只做表

面文章#只做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雇用写手#著书立说#名利双收$有

偿新闻#宣传自己$ 请来名人艺人#名为慰问群众#实则推销自己$ 干

实事的被看作是傻子#敢吹的被看成有魄力$遇到困难#左推右挡$工

作只挑容易的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了荣誉当仁不让#相互吹捧#

不怕肉麻$玩空手道#打太极拳$只重造势#不重结果$只要有利于出

名#不计成本'不讲代价$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

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那里

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密切联系领

导和理论联系实惠$ !人民网"

史海钩沉

在对网友的通讯服务消费调查

中#

("!

的受访网友表示曾遭遇 %先斩

后奏&开通业务的情况$ 有消费者的六

旬老母的手机就被开通了收费不菲的

预报服务#而他的老母亲根本就不识字#看不

懂天气短信$ !

$

月
!

日#广州日报$"

%%%看不懂正好&反正预报也不准'

)''&

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

展报告+指出#)身份证法+对查验身份

证有严格的规定$ 但目前# 从小区保

安' 私企雇主到火车软卧车厢乘务员

乃至旅馆工作人员均以公共安全的名义 %查

验身份证&$ !

$

月
$

日#法制晚报("

%%%被查身份证的人&在某些人眼里&大

多都是没)身份*的人'

深圳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将于今年

秋季开始招生#并将探索十年制精英式

高端人才培养模式#学费拟由深圳大学

全额资助$ !

$

月
&

日#深圳特区报("

%%%不让高学费成为教育的毒药'

面对劳动力市场招聘需求呈下降

趋势的困难形势#上海浦东新区认为抢

先一步反而能觅得更多高素质人才$针

对大学毕业生工作经验不足的问题#浦

东启动了人才储备计划# 通过举办
%)

场各类

高校毕业生招聘会# 提供
%+$

万个高含金量岗

位优先吸纳大学生$ !

$

月
'

日#解放日报("

%%%种反季节瓜菜获丰收&抢)反季节*

人才得未来'

福州某高校在职处级领导与女

同事出轨#遭女方丈夫百万元连环敲

诈$ 近日#女方丈夫涉嫌敲诈勒索罪

被福州鼓楼检察机关提起诉讼$!

$

月

(

日#海峡都市报("

%%%道德出轨者受到了不道德的敲诈'

作为一名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的市

长#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市长张剑飞

在被问到%如何算民生账&时回答-%我

们宁可在别的方面紧一点# 也不与民

争利$钱收到政府那里#最终还是要花到老百

姓身上去$ 赔一点钱我认了$ &对很多地方政

府的第二财政收入房地产所能取得的高额利

润特别淡然$ !

$

月
)

日#潇湘晨报("

%%%曾在湖南为官的柳宗元说 )凡吏于

土者&若知其职乎+ 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

也!凡在地方上做官的#都是百姓的仆役#而

不是来役使百姓的"' *海归市长学得不错,

新闻七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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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
,(

个 %排队推动日&#

由一男一女两个小娃娃组成的可爱

的排队卡通形象将首次出现在全市

的大街小巷#并参与文明引导员和志

愿者的排队文明引导行动#在公交'地铁站

台'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引导市民自觉排

队'文明礼让#倡导示范推动日主题%请跟我

排&$ !

$

月
*

日-北京晚报("

%%%建议重回幼儿园学儿歌)排排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