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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华
声
13日上午8时10分， 离开考还

有50分钟，陈依梅（化名）早早赶到
了海军工程大学考点。 陈依梅，大
冶人，32岁， 一名两个多月宝宝的
妈妈，这是她连续第3年第4次参加
公务员考试。有人问“如果这次没
有考上怎么办？”她斩钉截铁地说：
“那就像范进一样， 一次考不中就
多考几次。公务员的录取年龄上限
是35岁，我就考到35岁。”（4月14日
《长江日报》）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这种为完成从普通人到官家人身
份转变的梦想，如果说以前更多的
是读书人证明自身价值的荣耀体
现，那么如今则更多的是一种为求
好处的功利追逐。“年轻人，到体制

内去。”已不再是正常的职业选
择， 而是演变成了全社会的心
理渴望。

有多少“赶考者”，就有多
少耐人寻味的故事。 前段时间
哈尔滨一位身家达千万的年轻
私企老板报考公务员， 在别人
的疑惑中，他给出的理由是“若
是吃上公家饭， 办事便不用低
三下四。”而在去年的“国考”期
间， 浙江一位开着百万豪车参
加公务员考试的年轻小伙子则
是因为准岳母要求未来女婿必
须踏上“公家”这块地盘，因为
这看上去更为体面。 一个又一
个的故事为“公务员”竞争下着
全新的注脚，那便是，在人生博

弈过程中，若能以“体制内人士”
的角色参与，则胜算必定大增。

这是无须推理便能得出的结
果。附着于“公务员”之上的诸般
好处， 成就了这个群体最强大的
吸引力， 也使得几乎绝大部分的
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百折不挠。
在这股狂潮下， 甚至出现了专门
的“国考族”，他们辗转全国各地，
参加公务员考试， 只希望能够增
大自己的中榜可能， 结束这种梦
魇般疯狂又艰辛的追求。

“我们为什么要去体制内？”
面对这个问题， 相信每个人都能
够给出理直气壮的回答， 哪怕仅
仅是为了直观的“福利、安全、保
障”，也足以能说服任何人。作为

一块已然聚集了多数资源、财富及社
会地位上升优势的洼地，“体制内”直
接承载了年轻精英们实现自我、完善
人生的梦想。而体制外的成功，却在
资金优势、人脉资源、智识成本等各
种势能上对个体有着太高的要求，导
致体制外的个体在资本的博弈、机会
的争夺中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才或能达到预期的成功。出于一种理
性人难以避免的功利考量，向体制内
的奔涌自然就成了特殊环境下的特
有现象。

在《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调查》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
最高。衡量“幸福”的因素除了“稳定、
安全、保障”之外，这个群体所能享受

到的非货币物质利益，如便宜的房
价、公款吃喝、权力带来的成就感
及好处，都让人无法不向往，因此
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超七成的
人认为“有钱不如有权”，68.5%的受
调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
公务员”了。

“一声鸡唱，马嘶人起，又上长
安道。”在公务员考试的狂潮下，每
年不断有斗士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他们以“朝圣”般的虔诚与坚持加
固着自己的信心，就像陈依梅所言
“考到不能考为止”。然而，在他们
痴迷于公务员考试的背影里，我们
分明从中读出了一抹社会性的病
态与悲凉。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国考”痴迷下的病态与悲凉

“对不起， 我们真养不起你们
了， 去天堂吧， 那里有食物
……”

近日，受禽流感影响，因鸽子
没销路，广东肇庆高要市养鸽大户
李玉珍不堪重负开始宰杀种鸽。12
日上午，她燃了一串鞭炮，朝刚填
上黄土的大坑拜了又拜， 泣不成
声。在她脚下，有半根鸽羽露出黄
土，无助地晃动着。

拍怕： 病毒都是人类造成的，
鸽子是无辜的，这样太不公平。

天天看到你：因噎废食的故事
每天都在上演。

安迪：可以带去山里放生吗？
生生不息：同命相怜，俺是养

鸡户，已经快赔干净了……

“香港政府没有给它（房子）位
置，他有一点生气，那6间搞不
好还会送给别的国家。”

日前成龙将自己买的安徽古
建筑一部分（10间中的4间）捐给新
加坡一事，受到广泛关注，惹来不
少非议。13日， 其子房祖名来长沙
宣传新戏，被问到此事时，作以上
回应。

天黑：捐就捐吧，旧的不去，新
的不来。还省笔拆迁费！

画眉：果然是上阵父子兵。
顶呱呱：让文物受到应有的保

护才是尊重文物。
人间天上：连唐僧遗骸都保不

住，中国古建筑也不知道拆了多少
了……

“每天做那么多饮品， 原料都
是过期的，但是店里没一个人
说。我的良心被一次又一次地
拷打， 不忍心再让他们喝下
去。”

一杯售价4元的奶茶， 里面却
没有奶，只有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
的奶精“植脂末”……13日，在奶茶
店打工近2个月的大学生杨斌 (化
名)无法忍受同学每天吃这些“垃圾
食品”， 在微博上曝光他在奶茶店
看到的“黑幕”。

泰克： 为什么总是网友来曝
光，职能部门干什么去了？

凯萨： 请相关部门告诉我，还
有什么能吃能喝？

胖子：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
恶意来推测国人的，但他们总是出
人意料……

李宇锋2010年7月进入广东兴宁
市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民间组织
管理办公室工作。 然而， 当地有人发
现， 李宇锋的父亲正是兴宁市民政局
副局长李思中。“兴宁市有个不成文的
规定， 即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
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
女的工作问题。”李思中说，这是市里
主要领导表过态的。（4月14日《南方
农村报》）

成文也好，不成文也罢，权力者在
自我取利上总是不遗余力，百无禁忌，
以至于屡禁不止见怪不怪。 比如汕尾
市烟草专卖局的家族网络， 整个汕尾
烟草系统与原局长陈文铸有亲戚关系
的至少有22名职工， 集中分布在汕尾
市陆丰市烟草局和汕尾市烟草局。

曝光的仅是少数， 更多的还在潜
伏，比之更可怕是世袭规则的公开化。
比如温州市龙湾区为解决干部子女就
业， 就发文规定，“高校在读的副科级
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可列为这次报考对
象”， 当程序只为既得利益者设计时，
其实就变相阻断了其他阶层的上升途

径。 假若这样的规定长期执行下去，
社会阶层固定化就会更加严重。

社会阶层固定化，形成职业世袭
化，官则恒官，商者恒商。在“不成文
的规定”之下，一切利益都优先考虑
权力者自身。“优先解决干部女子的
工作问题”， 其实便是职业世袭化的
制度设计，并以“拼爹”的形式公然地
存在，而这一切显然是以突破“逢进
必考”的制度底线为前提，以及“程序
围绕结果转”的敷衍与应付，刚性的
人事规定变成了摆设，严肃的考录程
序成了游戏，并因此成为最大的“隐
性福利”， 凸显了阶层优势与垄断地
位，是赤裸裸的“权力自肥”。

更严重的是，利益垄断和福利自
肥之下， 将会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
并蜕变成强大的改革阻力，改革和发
展就会陷入停顿。由此看来，打破权
力垄断与营私，必须从强化权力约束
入手。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打破既
得占有格局，已经容不得回避和忽视
了。

■唐伟

“有人辞官归故里， 有人星夜赶科
场。”这是古代官员进退的生动写照，一
般来说， 古代的官员们还真是实践了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号召，回老家农
村做乡绅，耕读传家。当代的历史学家
一般都正面甚至高度评价乡绅的作用，
认为他们起到了对基层社会的组织和
教化作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些曾
经的领导同志能上能下，退休后在基层
仍然发挥余热。

现在的官员，像古代那样退回农村
老家是不现实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体
制， 不光是农民工进城做市民不容易，
反过来，就算你有“能上能下”的意愿，
但是想要重新“上山下乡”也不容易，怕
是也会阻力重重。

说到余热，不光是普通劳动者有余
热———领导干部特别是一定级别的领
导干部的余热能量更强。对于领导干部
来说，到点必下，对党政体制的健康运
行来说是一种贡献， 但对全社会来说，
这么多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干部全部
整去搓麻将肯定是一种浪费。

如何让官员们退下来发挥余热？有
不少人建议让他们到学校教书做教授，
但是这事只能顺其自然， 不能号召，否
则学校都挤满了退休老干部，难免误人
子弟。

浙江省前省长吕祖善退下来以后，
到浙江省博物馆当了义务解说员，值得
一赞。

其一，吕省长退下来，从官场退到
了社会，做义工不是组织安排，更不是
一种优遇，而是自己的选择；

其二，做博物馆解说员和到大学做
教授的不同之处，就是获得这个岗位可
以不动用他过去的职务影响力。义工人
人可做，省长也有权利和资格，而大学
教授则需要资格认证，退休官员可以到
大学讲学， 但是希望像吕省长那样，从
“底层”做起，经得起程序公正的考验。

还原老百姓的状态，回归老百姓的
本分，变成普通老百姓以后，还能找到
工作， 还能重新证明自己的真才实学，
这对退休官员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吕
祖善勇敢地迎接了这个挑战。如果除了
做官什么都不会做，在位会恋栈，去位
心不甘，这样的人越多，绝非国家与国
民之福。

■摘自4月14日《南方都市报》

推荐…

“不成文的规定”是权力自肥

余以为…

12年前因干上杀猪这一行而闻
名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陆步轩， 近日受
邀回母校演讲时说，“我给母校丢了
脸、抹了黑”，说完几乎哽咽。而北大老
校长许智宏为此演讲致辞，“北大学生
可以做国家主席，可以做科学家，也可
以卖猪肉。”（4月14日《人民日报》）

陆步轩， 因在长安街卖肉而备受
关注。2011年12月，继“北大才子”、卖
肉佬、公务员的身份之后，陆步轩带着
自己撰写的《猪肉营销学》讲义，走进
广州“屠夫学校”当老师。

事业达到了如此高度，陆步轩，真
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成功。毕竟，他通过
自己的辛苦劳动， 给社会带来了积极
的“人中人的人才观”：一个人，从哪里
来并不重要，那仅是历史和过去；更重
要的是，你要到哪里去？能给社会和他
人带来多少积极意义和价值。 只要凭
借劳动让事业得到了发展壮大， 哪怕
像陆步轩一样，成为卖肉的，仍是一种
人生自豪。

这些年，在多元评价、多元录取、

综合考试等教育改革的积极推进中，
诸多教育者已经认识到了更应该让
孩子多元发展的意义所在。 可现实生
活中，不少人的潜意识中，仍然有根深
蒂固的“人上人思维”，总认为，当大
官，有实权，才是成功。所以，很多人宁
肯放掉兴趣发展、学术研究，也拼命往
官位上靠。

陆步轩的“仍觉丢脸”，不同样是
一种高调的人格自卑和羞愧吗？ 陆步
轩的事业达到了如此高度， 还如此不
敢自信，藏有深度自卑，足见，“人上人
思维”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
已经对“陆步轩们”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和误导。

朱清时院士提醒说：“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 既要
有一流的科学家、教授、政治家等，更
要有高素质的工人、厨师、飞机驾驶员
等高技能人才。”因此，希望“陆步轩
们”早日走出这种唯利是图的“人上
人思维”，而多一些实事求是的“人中
人思维”。 ■刘克梅

陆步轩“丢脸”唤醒人上人思维

退休省长做义工值得一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