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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图冷语

视点
为解决公务员住房问题 ， 海南省

2009 年开始修建近万套公务员限价商品
房， 并以市场价三分之一的价格销售给
公务员。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有人在拿
到房子指标后公开发布信息或让中介公
司代理出让，转让费最高达 30 万元。

五源河公寓地处海口市西海岸，是海
口市拟建设的公务员限价商品房小区，均
价在 4200 元/平方米左右。 8 月 27 日，根
据张贴在楼道隐蔽处的广告，记者以购买
房子为名拨通了一名业主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称房子在 13 层， 面积为 125 平方
米，每平方米售价 4200 元，如果要购买得
付给他 25 万元的指标转让费。

“这房子买了很划算的。 ”张先生给
记者算了下账，加上 25 万元的指标转让
费，算下来也就 6200 元/平方米，连该地
段普通商品房房价的一半都不到。

为打消记者的疑虑， 张先生说自己
单位有多个成功交易的案例， 指标转让
费从 20 万元到 30 万元不等。 “放心吧，
这种交易方式绝对安全可靠。 ”

对此， 海口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如
果公务员把政策性住房指标拿到市场去
卖，一经查实立即免职，并收回指标。 ”

（摘自《工人日报》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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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耸”听

本本期期点点睛睛
诘问：什么在阻碍收入分配公平 (03 版)

创新：“奇官”罗崇敏的改革试点 (06 版)

谋略：金融技术决定大国成败 (08 版)

世相：郭嵩焘为何成了“名教罪人” (10 版)

钩沉：饥荒年代的三件真事 (15 版)

纪实：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的拷问 (16 版)

救援者：路边水泥和
石头被烧成红色

8 月 26 日凌晨 3 时 50 分， 记者在包
茂高速陕西省延安市安塞段见到这辆双层卧

铺客车时，车已经燃烧成一副扭曲的“骨架”。 消防人员刚
刚把车上的大火扑灭，车还冒着浓烟，味道刺鼻，从前面
货运车上泄漏出的甲醇仍在高速公路一侧的排水道里燃
烧，火焰甚至燃烧进高速路下的涵洞，一直烧到公路另一
侧的庄稼地里，涵洞墙上的水泥都被烧掉厚厚一层。

距离车辆追尾两三百米远处，就是“中国石化”的一
个加油站，加油站的员工告诉记者：“太可怕了，货运车刚
从旁边安塞服务区开出来没多远，大客车就飞驰而过，一
头撞了上去，马上就着了大火。 ”

据一些现场目击者和救援人员介绍， 由于事故发生
后罐车上的甲醇大量泄漏，迅速流往客车引发剧烈火灾，
车上旅客短时间内很难逃生。 加上事发时处于凌晨时分，
大多数乘客应该还在熟睡之中，因此延误了逃生机会，从
而造成了 36 人死亡、只有 3 人生还的重大伤亡事故。一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防战士告诉记者，他们赶到现场后，
发现火势较为猛烈，路边的水泥和石头全被烧成了红色。
液体甲醇从罐车不断向后面的大客车及周围下水道流
淌，形成了“流淌性”火灾，且客车嵌入罐车有 2 米左右，
给救援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呼和浩特市交警支队负责宣传的科长称，经查，发生
事故的车辆年检合格，无超载现象，两名司机资质也没有
问题。据央视报道，出事客车安装了 GPS 定位系统，并传回
了事故发生前不久车内驾驶员的图像信息，当时事故客车
已处于超时驾驶报警状态。 而延安高速交警支队的官方网
站显示，该客车在延安境内 17 个月有 7 条超速记录。

生还者：从起火到跳车不到 1 分钟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在事故中生还的 3人均有不同程度受

伤，其中 2人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救治，伤员魏雪梅重度烧伤
35％并吸入性损伤，伤员张世雄特重度烧伤 52％并吸入性损伤，
医院正对这两名伤员进行全力抢救。另一名伤员王咸泽神志清
楚，伤势较轻，正在邻近的靖边县医院进一步观察和治疗。

在事故中生还的王咸泽是重庆云阳县人， 他说事故
发生时正在睡觉，位置在靠司机一侧最后一排上铺。 两车
相撞后，给人感觉像炸弹爆炸一样，冲击波压得胸口喘不
过气，他的意识在一分钟内都不清楚。 意识恢复后，他打
开客车的窗户跳了出去。 由于在跳窗的过程中腿被划伤，
他只好爬到附近的隔离栏等待救援。

42 岁的张世雄是从梦中惊醒的。 张世雄说，当时已经
是凌晨时分，一车人都睡了，他就坐在大巴车司机后面的
位置。 “我醒来后，火势已经开始蔓延，整个车厢里都是
烟，呛得我没法呼吸。 ”张世雄是从司机左侧的车门处跳
下车的，“脑子里啥都没想，看见留着个口，就往外钻。 ”几
乎就在他刚刚跳出客车的瞬间，“咣的一声客车就炸了。
从我发现起火，到跳下车，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27 岁的魏雪梅也是从司机左侧的车门跳下车的。 提
起这次事故，她躺在病床上哭了。 “我的铺位在驾驶室后
面第三排，追尾后，车上全是烟，大家都很慌乱，不知道是
谁把我这一侧的车窗砸开了，我爬了出来。 ”魏雪梅跳出
来后，后面其他车辆赶来救人的司机连忙把她扶到远处，
这时再回头望，车内已经满是浓烟和火光，根本靠近不了
了。 “刚开始，还能听见客车里面有人在喊，很快，什么声
音就都听不到了。 ”魏雪梅说。

卧铺客车“一出事就是大事”
卧铺客车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车型，它满足了乘客对长途出

行便捷、廉价的需求，同时，它也是一台利润机器。 据统计，目前
全国约有卧铺客车 3万辆。 然而，“卧铺客车不出事则罢，一出
事就是大事。 ”山东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经
这样说过，此话的背景是，2011年 7月 22日凌晨，京港澳高速
公路信阳段一辆中型客车起火后燃烧，导致 41人死亡。

类似卧铺客车交通事故近年也多有发生。 2012年 6月 20
日凌晨，沈海高速一辆双层卧铺客车翻坠入 36米深的山谷，致
17人死亡，28人受伤；2011年 3月 16日凌晨，山西临汾一辆双
层卧铺客车发生碰撞， 致 12人死亡，16人受伤；2011年 7月 2
日，太长高速公路一辆双层卧铺客车坠沟致 9人死亡……

事故暴露出长途卧铺客车安全隐患， 工信部和公安
部为此在 2011 年年底联合发文，自今年 3 月 1 日起，卧铺
客车产品暂停生产、销售，停止办理卧铺客车注册登记。
根据卧铺客车正常报废时间，可能 5、6 年左右，客运市场
上的营运卧铺客车将逐渐消失。

安全规定几成一纸空文
8 月 27 日，交通部下发紧急通知：立即逐车逐线全面

排查长途客车， 1000 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必须抓紧建立
落实中途休息制度。

其实，对于运营中的卧铺客车，公安部早就要求“对
凌晨 2 时到 5 时营运的卧铺客车， 就近引导到服务区或
客运站停车休息”。 因为这个时间段驾驶员易困，容易导
致车祸发生。 交通运输部也规定，400 公里以上必须配备
双驾驶员，公安部也要求，客运车辆每行驶 400 公里，至少
休息 20 分钟。 但这些规定很难在现实中真正得到执行。
比如，延安特大车祸就恰巧发生在凌晨 2 时之后。 为何出
事的客车能够上路？ 如果有关部门严格执法，卧铺客车安
全形势大约不会如此严峻。 （综合《新京报》8.27、《三秦都
市报》8.27、《齐鲁晚报》8.27、新华社 8.26 讯 宋雨 等/文）

“““移移移动动动的的的坟坟坟墓墓墓”””：：：
“身份社会”的回潮

近年 来 多 地 发 生
公务员考试 “定制”报
考条件、萝卜招聘、面试
打招呼、 更改考试成绩

等现象，以保证官员亲属在公务员考试中胜
出、 把没有关系的普通平民子弟拒之圈外。
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地方甚至将本已通过考
试的考生通过体检舞弊的方式拒之门外。

去年山西长治公务员考试中， 在笔试面
试中过关的考生被判为体检不合格而出局，
后发现是体检舞弊的结果。 考生陈彬参加贵
州公务员考试总成绩第一名， 也因体检结果
被人做文章而没有被录用。 最近东南大学毕
业生唐海情的遭遇更加离谱， 成绩第一名的
她却被以体检中检测到梅毒血清为由拒绝录
用，但非指定医院的检测却证明其并无梅毒。

早在 2004 年中国社科院的 《当代中国
社会流动》报告中显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
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 2.1 倍多。 课题组
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 3 年、5
年乃至 10 年、100 年长此以往， 就不是 2.1
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 ”而去
年某北大博士一项引起学术圈轰动的调查
则表明，在一个化名为“中县”的地方，重要
的公务员职位获得者， 大多出于本县的 21
个政治“大家族”，140 个政治“小家族”。

类似的事件和数据， 都显示出中国政
治精英的圈子似乎有自我封闭、内部循环、
认身份不认能力的趋势。

入门不公最易引发民愤
有调查显示， 干部家庭的子女容易获

得政治精英的身份， 更多地表现为入口处
的不公平。 之所以政治精英选拔的“身份取
向”会让公众在观感上有如此强烈的印象，

恰恰也是因为这种身份取向的选择存在于
这个入门阶段。 这个阶段离老百姓最近，最
关乎他们子弟的切身利益， 同时也是政治
精英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唯一一个可以由老
百姓直接参与的阶段。 因此在这个阶段所
发生的腐败是最令人痛恨的。 而对那些被
以各种名目拒之门外的平民子弟来说更是
如此： 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优势或劣势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机
会，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质量。

同时， 通过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占有方
式，使子女获得区位优势，还属于一种戴着
面纱遮遮掩掩的间接继承， 不至于引发更
大的民愤。 但如前所述的通过直接的修改
分数、打招呼、体检作弊等方式将干部子女
塞进体制，则是将原来的面纱一把撕下，使
得政治精英的代际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又退
化为以身份为指向的直接继承， 这对政治
文明和公众情感的伤害是相当巨大的。

资源紧张下的最佳选择
当前中国社会的真正危险之处在于，不

仅在公务员职位的提供方面，其实社会各个
领域的资源分配都已经变得非常紧张。 这当
然是由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即由于许多社
会资源被垄断，导致大多数人要为争夺余下
不多的资源而斗争。 而当社会不平等程度大
的时候，不同阶层的父代将社会资源用于其
子女的相互差别也就越大，而子代发展机会
的不平等就越大。 于是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的
身份壁垒就会显著增高，垂直流动趋少。 同
时，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
（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
障制度等）也在阻碍着社会成员向上流动。

同时，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人们对权
力和权利的想象和期待却空前地扩散了 。

中产阶层、经理阶层、白领工人的出现，都使
阶层结构复杂化，新生的阶层及其子弟试图
要分享政治精英的权力。

斩断“身份继承”链条
许多政治精英会选择让子女实现“身份

继承”， 也说明政治精英在分配社会资源方
面的选择其实已经不多了。 以往的政治精
英子女很多会选择经商、出国、成为技术精
英等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 但是现在这些
非政治的圈子里成功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其
原因也耐人寻味。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
里，由于商业、学术、技术等各个领域都遭受
侵蚀，导致越是远离权力中心的领域，越缺
乏发展的机会。 实际上，包括商人在内的各
个阶层都在感叹谋生不易。

所以一个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当政治
精英试图为子女打造更好的前途时，却发现
这个社会的其他领域已经被过度的行政权
力所破坏，前景堪忧。 于是就只好将子女送
回自己的圈子里，保证他们通过行政权力获
利。而“身份继承”的结果注定会降低这个群
体的质量，同时也关闭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流
动的阀门， 从而危及到政治精英自身的地
位。 从这个角度看，阶层长期严重固化也将
导致精英阶层本身处境的恶化。

面对“新身份社会”的危险前景，我们必须
承认，并非少数公务员职位的得失，而是社会资
源分配的不均衡才是身份和阶层固化问题的根
本原因。 而根本的解决方式仍须着眼于社会资
源的再分配，并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要获得执行这个解决方案的动力，应
由集团内部具有最大利益的成员致力于问
题的解决；或者藉由外部的制约斩断成员与
“身份继承”行为之间的利益链条，即民主监
督。 （摘自《南风窗》第 17 期 唐昊/文）

“阶层固化”的现实与出路

钢筋没绑是工艺需要 哈尔滨市政府官网资料显示， 事故桥段工程曾经更改结
构，由此节省钢材约 2 万吨，节约资金 2 亿多元。对于媒体披露的在已经垮塌的梁箱
体混凝土中含有编织袋等混合物，且钢筋未进行捆绑，承建方福建交建集团董事长
沈国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称， 这是造桥工艺的需要，“有的钢筋不需要捆绑，焊
接就可以了。 ”
几十年才死一个人 1 名 11 岁的小女孩， 在陕西关山草原旅游区骑马时惨死马
蹄下，管理方张贴告示称暂停骑马项目，然而售票处却继续出售骑马票，工作人员面
对质疑语出惊人，“几十年才死了一个人”。言语中传递出的对生命的冷漠让人心惊。
欲离婚就要收回户口 河北女子小王结婚后随丈夫落户北京， 但现在她因感情
不和起诉离婚，丈夫虽然同意离婚，却要求她如离婚必须将户口迁走。 小李提出，妻
子的户口是因为嫁给了自己才获得的，之所以能落户北京也完全是因为与自己的婚
姻，现在既然妻子要求离婚，那么妻子必须将北京户口迁回河北老家。
会有 1009 万独生子要将在 25 岁前离世 据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
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 2.18 亿独生子女，会有 1009 万人在或将
在 25 岁之前离世。 易富贤的推断来自于两组数据：一个是中国从 1975 年到 2010 年
共产生了 2.18 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另一个是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每出生 1 万
人，就有 360 人在 10 岁之前夭折，有 463 人在 25 岁之前死亡，760 人在 44 岁之前死
亡。
一只卖的是建筑面积， 另一只是实测面积 房产大亨潘石屹近日微博爆料：
买一双新鞋，左脚磨出了泡。 脱了鞋一看，一只是 7 号，一只是 8 号。 让售货员坑了。
网友寒江雪夜独钓回复：哈哈，别怪售货员! 一只卖的是建筑面积，另一只是实测面
积。
这么抽查会抽死人 光明总裁郭本恒认为，“国家对乳制品的抽查已经到了无以
复加的程度！ ”郭本恒说，去年国家抽查光明乳业 4553 次，没有一个不合格。 今年上
半年已经抽查了 2600 多次，“这么抽（查）会抽死人啊！ ”“你用这个标准来抽老外试
试？ 我相信如果拿这个标准来抽老外的企业，它要不出事，我可以说我就地辞职！ 不
可能的！ ”
尝试接触外星种族将会非常冒险 人类是否应该向外星人暴露自己的位置？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莱恩·施密特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我认为向
外星人暴露我们在哪儿恐怕不是一件明智的事。任何与外星人的接触可能都不是一
件愉快的事。 ”无独有偶，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在 2010 年接受探索频道采访
时说，人类应当对外星生命非常谨慎，尝试接触外星种族将会非常冒险。

（综合《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新华社等）

8 月 24 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吴玉韶表
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
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 ，警惕社会
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
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

这样的论调一出 ，网络中质疑 、挞伐之
声四起。 应当说，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并
非没有道理， 任何一国政府能力都有限，不
可能对国民的福利保障承担无限责任。 但如
此正常的表述为何引起如此大的质疑？

因为我们的问题却是恰恰相反 ， 据统
计，中国各级财政对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
支出的比例在 10%左右， 而同为发展中国家
的巴西，这一比例达到了 30%多，在德国、瑞
典等欧洲国家，这一比例则超过了 40%。

一方面是政府投入不足，一方面则是民众
的社保负担过重。 中国社保缴费率约为“金砖
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 2倍，是北欧五国的
3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的 4.6倍。

在政府财政社保投入不足和民众的社
保负担过重的现实下，谈 “养老责任不能全
靠政府”，实在过于超前。 我们真正需要强调
的，是政府责任的 “加码 ”，民众养老负担的
“减压”。 （摘自《新京报》8.27）

惊人：限价房指标
“公开”叫卖

质疑：“养老责任
不能全靠政府”

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的

▲

8 月 26 日凌晨 2 时许， 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安塞服务区南出口
处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一辆满载旅客的双层卧铺客车与一辆运送甲醇的重型罐
车发生追尾碰撞，随后燃起的大火导致客车上 36 人死亡，3 人受伤，这也是中国近年
来发生的又一起卧铺客车重大伤亡事故。

拷拷拷问问问

背景 近日， 北京协
和医院开始试行新的挂号规
定， 实行 24小时滚动挂号，
每人限挂一个号码， 以此杜
绝“号贩子”的出现。 时间改
了，号源却并没增加，许多患
者及家属不得不在医院露宿
过夜，等待排队挂号。

点评 针对医院推出的
便民措施， 绝大多数网民认
为 “24小时挂号不能解决挂
号难的问题， 只是把挂号早
高峰提到了晚高峰。 ”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全国各地病人扎
堆来看病的问题。

（据中新社8.28讯）

“打地铺”迎 24 小时挂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