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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消协的喇叭吹得很响!揭

露了一些问题!协调了一些关系!动辄

以"炮轰#的姿态登场!以至于搞得大

家误以为消协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

出事了找消协!解决不了怨消协!但涉事企业

心里敞亮得很! 未必买消协的账$ 作为一个

群众性组织! 在消费安全等问题上如此高调

而孤独!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显然!积极的

消协代偿了某些职能部门的法定作为$ !

$

月

%(

日"扬子晚报#$

%%%消协的尴尬折射出消费市场的无序

和消费者的无奈&

我们仍不能放弃思考人的境况$

经济危机再重! 也没有理由将它排挤

出去! 因为人的境况恰恰构成经济危

机本身$经济危机不该成为蒙蔽双眼&

束缚手脚的缘由$ 而破解危机! 不可能指望

通过将人的价值和尊严压抑得更低而获得!

它应当让我们看得到更远的希望$ 这是政府

与民众共克时艰的前提! 是长期或短期政策

产生效果的依据!也是温家宝总理反复吁求

的立信之本$ !

$

月
%)

日"南方都市报'$

%%%家庭要有人气(企业要有人气(对于

国家(同样如此&

'

领导要政绩!医院要面子!医生要

成果! 共同的利益诉求串成一条紧密

相连的链子! 患者只好贡献自己的健

康了$我倒是想问一声'这样(血淋淋#

的贡献是献给谁的) 一个连基本的医德都不

能遵循的医生!有什么资格谈救死扶伤)把患

者交给这样的(高级#医生!你放心吗)

*$

月

%$

日)钱江晚报'

+

%%%穿白衣的不一定是天使( 也可能是

白无常&

两会是要议定国是! 是要审议和

讨论重大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体现!难道(中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 应该体现成 (

!

分钟歌功颂

德!

"

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 最后
"

分钟!来

不及讲问题了#吗) 其乐融融的气氛后面!是

否有民意未能呈现的危机)

*$

月
%!

日"羊城

晚报'

+

%%%商议国是拒绝*歌手+

!

就业中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比

岗位稀缺更招人怨$ 一旦存在暗箱操

作!就算是落选者(技不如人#!也有不

满和怨怼的理由$ 而那些五花八门的

歧视
#

性别&身高&乙肝&学历等等
$

!更

是人为加大了就业难度$ 随之而来的是强烈

的被剥夺感和对社会的不满! 这远比找不到

工作更有杀伤力$ !

$

月
%%

日)中国青年报#$

%%%有时候(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代表委员敢于发出质疑! 必然有

质疑的理由!笔者以为!不妨将质疑的

材料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避免空泛的

质疑$ 同时! 作为政府部门也有及时

回应质疑的责任!回应代表委员的质疑!也需

要实实在在的证据$

*$

月
%"

日)潇湘晨报#$

%%%对被质疑者(拒绝敷衍了事(拒绝自

作聪明&同样(对质疑者(也应有这样的要求&

两会一方面要能让与会的代表委

员直抒胸臆!另一方面!又能为公众知

悉$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同样希望!

今日中国能借助网络科技之便! 使公

众能远程走进会场!走进两会数据库!与两会

的议案提案不再有距离! 与代表委员不再有

距离$ !

$

月
#

日)新京报#$

%%%距离虽然有时会产生美( 但很多时

候只会产生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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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全国两会都会收到代表委员上万件议案提案和批评建

议!今年全国政协近
%&&&

名委员中!九成委员建言献策!

''("

件提

案言之切切$ 将近
)&&&

名人大代表!提交
'"!

个议案!产生了
*&&&

多份批评和建议$

但这还只是(提起议程#!我们特别需要跟踪的是这些议案提

案和批评建议最后到底落实得如何) 这才是检验代表委员会议和

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会不会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近日!中央电视

台 *新闻
"+"

+ 节目披露了一些相关情况' 去年政协提案办复率

,,-

!但办复率高并不等于办成率&办结率高!其中将近七成只有一

纸答复!这些提案最终被相关部门采纳并办理完成的只占
%&-

$

我认为光是关注有多少办成办结率还远远不够!还要关注哪

一类型的议案提案办成了!哪一类型的办不成$ 办成一万件鸡毛

蒜皮的小事!不如办成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众所周知!像医

改&教改&户籍改革&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改革&反垄断&反腐败和司

法改革等命题!几乎年年都是平时和两会期间朝野关注的热点焦

点难点!有关方面的提案议案车载斗量!光是那纸张都不知耗费

了多少茂密的森林, 但年年都是(议而不决#$ 为什么会这样而且

总是这样)

一是议案提案和批评建议的质量有待提高$ 光看提案的数量

构成就知道!教育是
*'(

件!就业是
*')

件!三农是
*&)

件!保增长&

扩内需&调结构是
''"

件!社会保障是
)&"

件等等!如此大规模的同

类项!重复率一定很高$ 为什么不能合并同类项!将五六百粒散沙

凝成一枚一针见血且具可操作性的针) 我想这跟我们现在的会议

组织形式有关$ 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习惯成自然!政协通常以界

别分组讨论!人大通常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这样就无法形成以议

案提案和批评建议等问题为中心的讨论! 无法形成辩论& 达成共

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交集#也没有(合集#!更有甚者如钟

南山代表所说的!

"&

分钟的个人小组发言! 八九分种都在歌功颂

德!剩下的就没有时间了$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李东玉建议专题分组讨论$

这个建议很好!也应是未来两会会议的基本组织方向$ 专题讨论无

疑有利于形成公开的辩论和博弈! 有利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提

出事关国计民生的真正的大问题&要害问题!并且通过完善相应的

法律程序!直接形成决定和决议!真正形成(人大决议!政府执行#

的议&政分离制度$

二是现行议案提案和批评&建议的办理机制有待完善和健全$

人大代表是通过集体会议的形式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国家最高

权力!但若不是在会议中就形成决定和决议!那就只能在会后交由

相关政府部门去落实$ 就如央视所报道的!

)

月
%.

日!今年政协会

议收到的提案就将在提案交办会上被送交到
"*!

个承办单位办

理$ 这
"*!

个承办单位!肯定绝大多数都是政府部门$ 这就难免造

成人大政协(大权旁落#!权力在事实上(回#到政府部门的状况!无

法改变(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的格局!代表委员

们十年二十年得到的也许都是态度诚恳的回复(正在抓紧研究#$

三是对于议案提案&批评建议!代表委员们应该发挥锲而不舍

穷追猛打的精神!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用足用透$ 今年两会上!

河南省的代表们就教育公平问题发出了(最后通牒#'北大&清华等

重点大学招生名额分配严重不公!教育部对其(建议案#的答复不

能让他们满意$ 今年代表们直接提出(批评案#!并且表示!如果高

考制度不公现象今年仍没有改变!明年他们将直接提出(质询案#

或(罢免案#$ 这样的步步为营得寸进尺!肯定有利于办理案件质量

的提高!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社会的进步与公平$

四是两会的议案提案应该公开!不仅内容公开!而且办理的过

程&进度和办理理由也应公开!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监督权&表达权$ 内容公开有利于监督代表和委员提出高质量的

议案和提案-办理过程&进度和理由公

开!则有利于监督承办单位!会不会以

权谋私!会不会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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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用白话讲!就是说话的官$

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民国时上海有(白相人#!白相!

上海话就是玩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来混饭的人$ 说话官!白相

人!正好是一个对子!跟(如夫人#对(同进士#类似$

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

治清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益于国计民

生$ 而白相人的白相!则多少有点下道!拼缝勾兑有之!坑蒙拐骗亦

有之$ 两者放在一起!委实是有点对不起言官大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

说话欲望的人来说!挺合适的!可言多必失!没准哪天就丢了饭碗$

而那些说话冲动不那么强烈的!这个职守!不免变成一种累赘$ 不

说话不行!皇帝要见怪的!等于白吃饭不干活!白养了这些人!说话

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神经!不高兴了!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

物!自家的乌纱帽也保不住$ 祸从口出这个至理名言!放在言官头

上!一样适用$其实!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合适的是李林

甫说的那种仪仗马的境界!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

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 一

般来说!在制度上!就规定了言官必须说话!有指标的!时间长了不

说话!不完成指标!就像当今完不成科研任务的教授一样!得下岗了$

说话难!又必须说!不说!饭碗有虞!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

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宏观地扯

开!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

半天都落不到地上$ 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无关宏旨

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 只是!后一类文章如果说的不好!一

不留神!就成了笑话$ 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

了一跳$ 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一种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

我们说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 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

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 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

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

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 那意思! 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

老天就会开恩降雨的$ 碰到同样的情景! 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

不许百姓吃蛤蟆$ 这多少让人感觉靠谱了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

叫!天下雨$ 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

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

好出手!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不得已!言官们只

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所谓似是而非的兴利除害的小事$ 雍

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 第二

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

配$ 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

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 第三奏

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的缘故!因此劳驾

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

文!于是天下太平$ 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

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 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

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 当年!北京城

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

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顺着的都有$某位满人御史老爷!大

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

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其实!在那个时代!建言的人!理论上是言者无罪的!属于制度上

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即使这些人!依然难以不

因言而遭殃$面对一言九鼎的皇帝&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

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 只要建言仅仅是建言而

已!听与不听!听多少!高兴不高兴听!在上面!那么!即便是有特权的

言说者! 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

没有说错话的权利$ 言的质量!更不

会高!出点笑话!自是难免$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