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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群居民给政府送了一面锦旗!
政府为什么"如坐针毡#$$
$昨天%新
民晚报&浓墨大字的头条!我读了数
遍'这不只是一篇颂扬政府办了实事
的"正面报道(!字里行间透着深深的
反思)这不只是一则只讲官民如何融
洽的表扬稿! 还突出着政府收到锦
旗收获赞扬后的*惭愧(和*自省('
这个头条的意义! 在于它有着深刻
的政治学价值! 在于它告诉我们如
何看待感激背后的干群关系'
从党的一部政治学出发看问
题! 老百姓原是不必给政府送锦旗
的'我们的各级政府!不是老百姓的
父母官!而是人民的儿子!侍奉于服

- ,-+
!!""和
临终关怀
左 妍
! ! ! ! 近日! 百度百科上掀起了一场
*词条保卫战(!清华学子和一些网民
就 #$ 是*低毒(还是*剧毒(展开*搏
斗(!最终清华学子获胜!将 #$ 科学
地定义为*对二甲苯!低毒化合物('
这已不是第一次掀起有关
*#$(的讨论' 此前!宁波+厦门等地
都有群众反对 #$ 项目! 政府部门
不得不退让! 宣布 *不再发展此项
目('这种博弈的结果仿佛达成了一
种思维定势! 也加深了部分民众对
*#$(的恐慌'
为什么有人谈 *#$( 色变,
!"%% 年!大连某 #$ 项目因台风引起
海水倒灌发生溃坝)!"%& 年!福建漳
州 #$ 项目厂区发生爆炸' 这些事实
让人们对政府宣传的 *#$ 项目安全
可靠(打上一个问号)而另一方面!即
便*#$(本身的危害可忽略不计!但
生产企业究竟有没有按照国家环境
标准从事生产, 万一有偷工减料+偷
排偷放!这种风险谁来承担呢,
我想起不久前有人投诉!某居民
区周边要建*临终关怀护理院(!居民
情绪激动!称这种机构令人*毛骨悚
然(!甚至拉横幅*反对在小区旁造太
平间('造护理院的提案最终流产'且
不论其中原因!就人们对*临终关怀(
的认识来说!和*#$(一样存在误区'
现代人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想与死亡
的阴影相伴!担心小区周边成*殡葬
一条街(!这种反对也不无道理' 但其
实!国外的临终关怀是一项服务老人
的阳光产业!老龄化社会也需要这样
的服务机构!为何我国临终关怀事业
刚起步就遇到重重阻力呢,
我想! 这些问题政府和企业应
该认真考虑'刚刚听到反对的声音!
若不予重视+遮遮掩掩!那么!公众
的本能恐惧就放大) 建成后若没有
严厉监管导致纰漏频出! 倒霉的还
是公众'
给公众足够的知情权! 让居民
知道究竟在建什么+会有什么风险)
足够的民主权! 让居民民主参与到
是否落户的决定中)足够的监督权!
让居民明明白白地看到生产流程+
服务内容!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
让*#$(+临终关怀 ! 以 及 别 的 * 敏
感(项目顺利落实+惠及大众'

务于人民!是党的宗旨+政权的性质
所规定的天经地义!我们的干部!不
是"社会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为
人民谋福祉!办实事!解忧患!是最
分内+最本分+最底线的责任' 所以
各级政府+ 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为
群众办事! 老百姓完全不必感恩戴
德!更不必专门送一面"锦旗($$
$
我们在每次选举时投的选票! 我们
的代表在各级人代会上对政府工作
报告的表决! 已经是对权力的授予
和赞成' 可惜的是!也有这样的"公
仆(!忘记了"权力是谁给的(!把为
群众办了哪怕一点事儿! 都当做一
种恩赐!在那里春风满面地笑纳群
众的锦旗!心安理得地接受老百姓
的感激!正如我们在荧屏和报纸上
经常看到的那样' 所以说!小小一

面锦旗面前! 反映出的却是一个政
治学的大道理'
徐汇区建交委在锦旗面前的
态度!是应当受到称赞的'他们收到
锦旗!如坐针毡!却反而要把它挂起
来' 派什么用场呢, 作为一面 *镜
子(!天天面*旗(自省!想一想为什
么一条无障碍通道让居民一等就是
!" 年, 有的时候!锦旗确能成为一
种镜鉴!有的干部办了一些事情!老
百姓说了一些好话!就云里雾里了!
就要吹一下了!其实面对*锦旗(!更
应想一想!这样的实事!为什么拖了
那么久, 为什么更多的好事不能办
好, 为什么有些善举! 普惠程度不
高!阳光不能普照!群众意见还那么
多,等等'在锦旗面前!深感惭愧!痛
思不足! 可不光是一个一分为二看

问题的方法论哦'
群众是最好的!最宽容!最通情
达理的'你看!一条无障碍通道等了
!" 年!今天搞成了!老百姓还是没
啥说的! 也不责备! 还是上门送锦
旗'这对身为公仆的党员干部!其实
是一种深深的鞭策' 面对这样的锦
旗!这样的民心!如果不珍惜!不自
责!不反思!反而安然自得!那丧失
的!就不会只是老百姓的*锦旗(了'
例如那条无障碍通道! 虽然迟到了
!" 年! 但亡羊补牢! 总归还未为
*迟( 吧$$
$如果大大小小这样的
*通道(再拖下去!老百姓恐怕就不
光是再也不送*锦旗(啦'
面对*锦旗(的反思!说的不只
是徐汇区这一面锦旗!而本文要说
的!又岂止一个*锦旗问题(呢,

政府购买服务不是一锤子买卖
%&'(
! ! ! !武汉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立
( 年以来!从*民心工程(变成了*闹心
工程(' 记者采访发现!许多用于管理
公共自行车的站点岗亭无人值守!智
能租车系统无法使用! 即使有几辆自
行车!也多是*缺胳膊少腿(的破车'
!"") 年前后! 国内一些城市陆续
开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成功案例并
不多' 当然!堪称模范者也不是没有!
如杭州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就被评
选为全球最好的地区公共自行车租赁
系统之一'*杭州模式(的运营方式被简
要概括为*政府主导!企业运作('
从建立开始!杭州就设计了租赁系
统的长效机制!并非撒手让承办企业自
由发展' 杭州自行车租赁由当地国有企
业公交公司运营' 市城管办+各区政府+
市建委是租赁系统*建设和管理协调小
组(的成员单位!而城管+交警+公交+街
道社区也参与到租赁点布局工作中'
而在武汉! 政府并未真正实现主
导'政府仅在初期建设时投钱和投入公
共资源! 没有拿出长期监督的有效方
案' 而且运营企业是民营企业!公益事
业与商业投资的边界模糊!这才形成公
租系统瘫痪而运营企业赚钱的怪现象'
政府购买服务不意味着责任转移!
提供服务以及监督的责任仍然属于政
府部门!不能简单交给市场了事'（王钟
的 刊今日《中国青年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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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从 #$ 项目屡屡下马! 到垃圾
焚烧厂被迫流产! 再到火葬场放弃
建设! 近年来! 多地反复上演 *上
马$抗议$停止( 的剧情' 一概反
对!成了群体过敏反应的本能姿态)
一闹就停! 成为一些地方应对抗议
的自然选择'这种困局!不仅消损着
政府的公信和权威!也浪费着不菲
的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
不能说!反对没有道理' 趋利
避害!是人之常情' 如果在小区附
近建学校+托儿所+疗养院!居民都
会双手欢迎) 而倘若是建设垃圾
场+核电+化工等项目!就很可能引
发各种担心' 人们虽然认同这些项
目的必要价值!却希望*不要建在
我家后院(' 这就是所谓的*邻避运
动(!并非只是中国独有'

啖蕉色变图
谢春彦
! ! ! ! 甲午之春"闻有香蕉#艾滋病$之说"一时
心怖% 而有智者宽慰云"与人无涉"图以志%

董纯蕾
! ! ! ! 十岁二十岁时!你有过心仪
的职业吗, 十年二十年后!职业
给你烙下了印迹吗, 我有'
十几岁时!在我向往的职业名
单上!分明有过*作家(' 而现在!我
几乎成天写作!却因为多年科技记
者的职业习惯!再也写不出那些年
的诗与散文+爱与哀愁+纯粹追求
文采的华词丽句+以虚构为主的大
段描写' 在我的脑中与笔下!翻来
覆去的都是事实+逻辑与知识'
科学家们说!没错!大脑在某
种程度上是由职业塑造的'尽管相
关原理大部分尚不明朗!但是越来
越多的大脑成像已证实!大脑的职
业化改变清晰可见+名副其实' 神
经科学实验观察到'出租车司机的
大脑海马后侧-主管空间记忆的关
键区域.异常发达)运动员的大脑
皮层灰质-涉及运动技能.体积增
加)调香师的初级和次级嗅觉皮层
体积更大但活跃度弱于常人//
如果早知道职业会如此改变大脑!
你还会像当年一样选择职业吗,
有段日子追美剧 %绝望主
妇&!常常*爱美之心(作祟!直接
快进到有帅哥麦克的段落' 麦克
在剧中的职业是水暖工! 日子过
得不赖' 后来!此剧不时被用作我
的谈资!不再是关于以貌取人!而
是常拿麦克的职业来说事儿' 水
暖工也可以在紫藤巷的中产阶级
圈里生活得很舒坦! 这不仅仅是
钱的问题! 而且关乎职业身份的
平等与相容' 当然!此处我用了
*也(!很明显已暴露了那些固有
观念' 水暖工的大脑里!哪个区
域会比一般人发达!这种发达又
会给生活带来哪些惊喜!这些本
不在人们的职业观里'
教育部说!以后的大学教育
会分技能型和研究型两种' 有不
少人猜!当年那么多大学!宁愿
抹去历史上曾经那么辉煌的特
色!也要从理工科大学*摇身一
变(为综合性大学' 现在!又有多
少愿意给自己贴上技能型人才
培养的标签, 或者!我们都该以
脑科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职业' 某
个任务不断重复! 精于此道者!
有些大脑区域可能会变形!有些
会重构!有些会受到抑制' 无论
你从事的是技能型还是研究型
职业!皆是如此' 仅此而已'

靠什么破解!一闹就停"难题
范正伟
这就是社会运行的复杂性所
在0许多时候!个体的理性!可能形
成公共的非理性)一时的利益!可能
造就长久的困局' 没人同意建在*自
己的后院#! 那建到谁的后院去好
呢, 每个人都寸步不让!公共利益又
如何达成呢, 从这个角度! 不管是
*政治正确#!还是*道德正确#!都应
该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常识上来' 公
众需要涵养理性!媒体需要捍卫常
识!政府则需要提高能力'
从近年来一些邻避设施上马的
过程看! 一些地方政府的程序说服
能力的确有待提升' 事后解释!不如
事前说明) 替民做主! 不如与民协
商' 只有*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

大决策让人民讨论#!从*决定$宣
布$辩护#模式走向*参与$协商$
共识#模式!在充分考虑人们利益焦
虑的基础上因势利导! 并建立起一
定的利益补偿和平衡机制! 邻避设
施建设才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从
而减少潜在的冲突压力和下马风
险'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着眼公益+
计之长远的正确决策! 地方政府也
要敢于坚持!勇于担当'
而从公众视角观之!那种*鸡屎
拉在我家后院! 鸡蛋却下在别人家
里#的激愤心态!有时也有失偏颇'
生活在现代社会! 我们不可能既要
求交通便捷又希望谁都不住在喧嚣
的马路边! 既要求环境整洁又不希

望小区里建垃圾站! 既要求手机信
号总满格又不允许设电信基站' 每
个人的利益合起来叫做公共利益!
而公共利益的维护! 来自每个人在
合理范围内让渡一部分个体利益'
走出*一闹就停#的困局!公众
应该看到政府建设公共项目中的良
好初衷!政府也应该理解公众焦虑的
现实根源'只有平衡好个体诉求与公
共理性+多数利益和少数权益!共同
涵养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共同完善
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 将公共治理
的目标与过程更好地统一起来!才
能让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受益!让每
个人都能成为支持发展的一分子'
（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