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每遇到乡镇干部，他们都要对工作
的繁忙唠叨上一阵子，夹杂着诸如“这活
儿就不该我们干”的抱怨。

有些活儿到底该不该乡镇干部干呢？
这还真不好回答。比如“黄标车”治理，
县里有关部门将户主名单整理好，直接交
由各乡镇处理，乡镇只能交给本乡镇干部
包村包户去一一落实。可是乡镇干部根本
没有车辆管理的执法权，与“黄标车”车
主磨破嘴皮子，也不见得管用，完成任务
自然是困难重重。再比如“秸秆禁烧”，
乡镇干部同样没有执法权，但在层层督导
追责的压力下，只好二十四小时蹲守在田
间地头监视火情，见火就扑，被折腾得苦
不堪言。

一些县级部门在乡镇有派出机构，比
如公安派出所、国土资源所、税务所、工
商所、食药监所等。但在乡镇的现有机构
中，更多的并没有设立与上级部门对口的
机构。由于乡镇干部数量有限，公务员加
上事业编制人员最多不过百十人而已，于
是为了对接好上级部门，乡镇干部一人多
职就成了常态。特别是那些能力较强的干
部，身上的职务会多达四五个。乡镇一有
“中心工作”，乡镇干部就得全员出动，
周六、周日也不能休息是常事儿。

从这些工作上看，乡镇干部“一人多
能”甚至是“无所不能”，但一些核心的
服务能力却明显不足。比如现在的扶贫攻
坚工作，真正具有农村急需的种植 、养
殖、加工等专业知识的干部很少 ，能给
予农民的技术支持寥寥无几；再比如文
化工作 ，能够指导农民跳广场舞的干部
都不多见。在无所不干的氛围下 ，乡镇
干部很难实现专业化 ，一些乡镇干部自
嘲是“万金油” ，暗含着对现实的几许
无奈。

近期，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加强
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对乡镇
政府的服务功能进行了明确，对执法范围
进一步明晰，并要求“县级职能部门不得
随意将工作任务转嫁给乡镇政府”。对于
乡镇干部来说，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如果
按照《意见》的设计，在不久的将来，乡
镇干部将从一些“不该自己干的工作”中
解脱出来，他们将是一支服务能力强、服
务效率高的专业化队伍。

微信朋友圈里的乡镇干部，很多人都
转发了中办、国办的《意见》，从一个侧
面表明了他们对《意见》的拥护及对未来
的期待。而我所希望的是通过《意见》的
实施，增强乡镇的吸引力，使更多上级机
关的年轻干部自愿、主动到乡镇工作，激
发乡镇干部队伍的活力，将乡镇打造成培
养干部的主阵地。

“万金油干部”

石广田(河南封丘)

笔者身处西部某重点城市，近段时间
以来，市级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新任领导
上任之后，要求加快政府部门的工作节
奏，加强行政问责力度。面对改革，我接
触到的一些公务员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抱怨
和不满——— 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压力太
大，很少有时间陪家人……

为了鼓足干劲儿，有些单位还提出了
“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的
工作倡议。面对公务员变成“拼命三郎”

的改变，有人点赞叫好，也有的公务员提
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就看到了两种截然
相反，又让人莫衷一是的观点：

本地的一家自媒体公号，在点评“周
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现象
时，发文替公务员诉苦叫屈，标题叫作
“别让我满怀疲惫”。文章中说，“不要
在最好的位置上睡觉，绝对不是要大家没
有节制的加班，这几年来公务员生活在高
压中，其实他们就是普通人，他们需要下
班后偶尔给家人煮一顿可口的饭菜；他们
需要周末带着家人在大好春日里去赏
花……我们不要在最好的位置上睡觉，也
不要在最好的位置上疲劳战斗。”据说这
番话说出了部分公务员的心声。

而另一种声音则截然相反。在看罢上
述文章后，一名教师在朋友圈里如此评
价：你们好矫情！我们早晨六点起来上
班，晚自习到九、十点的时候，你们在早
九晚五的上下班；我们周末补课加班的时

候，你们在双休。各行各业有各自的辛
苦，有些私企加起班来更是肆无忌惮，凭
什么让你们稍微忙一点，就叫苦不迭？要
不要来个全行业辛苦指数大 PK ？也有人
留言称，单纯替公务员群体诉委屈，是值
得警惕的。

公务员在履职尽责的同时，也应该拥
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这应该算是各方都能
接受的共识吧。问题是，人们总会以偏概
全、简单粗暴地理解。如果发现个别公务
员捧着金饭碗养尊处优，事儿少工资高，
坐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就认为让他们加
班加点多干活是理所当然；如果感觉有些
公务员生活的正常节奏都被打乱，疲于奔
命、超负荷地“满怀疲惫”，又替他们呼
吁要“正常的生活”。一会儿一个观点，
跟着感觉走的左右摇摆，无益于问题的解
决。

就公务员的职业属性来看，此前很
多人将这份职业看作“金饭碗” ，福利
好待遇好压力小，每次招聘动辄几千人
选一，这是不是正常工作应有的状态？
现在个别公务员抱怨工作强度大了，这
个结论又是怎么来的？会不会是由于极
个别公务员习惯于工作效率不高，以前
太过散漫，如今回归到应有的快节奏反
而不适应了？

如果说公务员应该有正常的生活，前
提是必须尽到了职业的本分，让这份职业
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不能是该谈权利

的时候，说自己是“特殊群体”；该谈责
任的时候，又说自己是“普通人”。如果
说此前一些公务员的工作强度有很多不饱
和的地方，现在正是挤压水分，“还历史
欠债”的时候。无论如何，对于公务员职
业应有的强度界定，应该通过科学的方法
进行理性分析，不能单纯沦为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口水仗。

应当尊重每一位公务员的权利，他们
有权追求有品质的生活，避免生活被过度
加码的工作蚕食，身体被长期无效的加班
透支，但也应该避免简单渲染压力、人为
制造矛盾、撕裂共识。现如今，针对公务
员群体也有了详细的绩效考核办法，如
何认定工作成效也有了明确的标准。未
来应该针对公务员的岗位职责制定出更
为细化、透明的标准，哪些岗位的工作
量是不饱和的，应该减员增效；哪些群
体确实超负荷了，应该增加绩效工资或
者增派人手，都能一目了然。无论是端
上事少钱多的金饭碗 ，还是“满怀疲
惫”的“拼命三郎”都不是正常的职业
状态。

前两天有官场朋友神秘地跟我说，你
知道不，现在有个别公务员受不了压力，
要辞职到企业去了。看他一脸惊慌的样
子，轮到我有些不解了：这有什么大不了
的，哪个行业没有压力大跳槽离开的，为
什么公务员就不能有呢？能进能出，应该
是多数行业的正常状态。

什么是公务员应有的职场状态
普沙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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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西安地铁三号线电缆质
量问题有了初步调查结果 ，不合格电缆
将被全部更换 ，涉事公司相关人员也已
被控制。公共安全大于天 ，在彻查事件
真 相 的 同时 ，必 须 彻 底 铲 除 “知劣 用
劣” 的 温 床 ，让 民 心 工 程 成 为 安 心 工
程。

劣质产 品 让 民 心 工 程 变 成 寒 心 工
程 ，背后有相关涉事企业 “知劣用劣”

的魅影。众所周知，像地铁这样涉及众
多群众出行和生命安全的项目 ，材料质
量 、工程资质、招投标都要经过严格把
关 ，每一个关乎公共安全的细节都不容
有任何闪失。

反观涉事问题电缆生产企业 ，既不
是业内龙头，又多次因产品质量问题被处
罚，屡罚不改却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
西安地铁三号线这样的大工程。另据媒体

报道，成都、合肥等地一些工程也采用
了相同品牌的电缆。那么这个问题电缆
的祸根究竟被铺进了多少城市的地下管
线？这背后有没有监管失职、有没有利
益输送？又是谁在用手中的权力，给问
题 企 业 “加持” 、给 劣质电 缆 “开
光”，令其有如神助，行销各地？

对事件真相的调查与追问 ，不应
止于信息公开和干部致歉。面对公众一

系列追问，希望西安市有关部门严格兑
现 “彻查与涉事电缆公司有牵连的企
业、政府职能部门和公职人员，有无合
谋参与、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违规问
题” ，以及“一旦发现违法违纪或者失
职渎职问题，将坚决依法依规，一查到
底”的承诺，给公众一个交代。

在彻查问题企业和涉事人员的同
时，更需要举一反三，切实发挥党内监
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
作用，形成监督合力，为民生工程筑起
一道道“防火墙”。唯其如此，方能杜
绝下一个“地铁三号线”问题的出现。

新华社西安 3 月 22 日电

日前 ，一位领导干部在当地
的干部大会上“发飙”——— “现在到
基层了解情况 ，不论是干部还是
群众，都是一个声音，只说好的，
不说差的 ，我怀疑是群众的声音
被过滤了。”群众的声音被“过滤”？
这话听起来有点玄乎 ，但现实中
确有此事。

现实当中，时常会听说某领
导要到基层视察工作 ，被视察地
的 官 员 接 到 通知后 便“如 临 大
敌”，慌忙研究对策，对视察的路
线提前做好策划 ，对被接见的群
众进行反复“培训”，甚至于要求
必须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还
听说过 ，有领导点名要去看望一
户特困农民，因那个农民“不会说
话”，当地政府临时指派一名教师
冒名顶替 ，结果 ，自然是演得逼
真。至于一些地方的上报材料、当
面汇报 ，也大都要经过一番“过
滤”，方能呈现到领导面前。

一些地方为何要想尽办法“过
滤”群众的声音？其中的“苦衷”不
难理解。群众的声音有“好声音”，
也有“坏声音”，还有各种各样的
“杂音”，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只想
让上级领导听到“好声音”，而不愿
让上级领导听到“坏声音”乃至于
“杂音”，他们害怕那些“坏声音”
“杂音”影响了自己的政绩，影响到
自己的“帽子”，所以便不惜冒险，
设法“过滤”群众的声音。殊不知，
经过“过滤”的群众声音，听起来虽
然悦耳，但却如一首催眠曲，让人昏
昏欲睡，让领导对现实民情产生误
判，从而导致决策失误。

防止群众声音被“过滤”，既是宗旨理念的问题，也是工
作作风的问题，还是工作方法的问题。为此，各级干部一要真
正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念为念”，把群众的利益高高举
在头上，切实转变官本位意识，眼睛多往下看，多关心民生疾
苦，多为百姓兴办实事；二要有“闻过则喜”的心态，本着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放下架子、俯下身子，洗耳恭听、深入反
思，多听听群众的批评意见，并善于从群众的“杂音”中汲取营
养，少走或不走弯路；三要在下基层时少些提前通知，多些“随
机调研”，想到哪个地方，想接触哪些群众，一竿子插到底，不
要让地方政府提前安排。即使是看材料、听汇报，有时还应来个
“现场点播”，当面与群众交谈。只有真正站好群众立场，切实走
好群众路线，把耳朵紧紧贴着大地上，群众的声音才能不被任意
“过滤”，而这些不被过滤的“真声音”，才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方向
和动力所在，才能最终汇聚成中国改革发展的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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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奇葩证明，就得拿奇葩规定开刀
浦江潮

从上级部门做起，废除各种“奇葩规定”，基层窗口单位自然不会再要

求群众出具各种“奇葩证明”。这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也是治本之策

新华社记者陈晨 、李华

在彻查问题企业和涉事人员的同时，更需要形成监督合力，为民生工

程筑起“防火墙”。唯其如此，方能杜绝下一个“地铁三号线”问题的出现

“代客扫墓”

据《新京报》报道，哀乐环绕，
西装革履的男子手捧鲜花 ，表情
肃穆 ，穿过一排排黑色大理石墓
碑基座 ，在一座墓碑前站定 ，弯
腰、献花、鞠躬。在男子身旁，一名
工作人员举着手机 ，将现场场景
实时直播。这是近日，发生在南京
市雨花台功德园的一幕。清明节
前夕 ，这一南京最大的公墓推出
“代客扫墓”服务 ，并在线直播全
程。 漫画：曹一

“代客扫墓”究竟是失了祭祀
的初心 ，还是结合时代特点对传
统的延续和创新，人各有其观点。

就清明祭扫这件事而言 ，心中怀
有敬畏，情感上有所表达，念念不
忘就是最好的追忆。

本栏编辑：刘晶瑶

北京市清理证明工作再进一步。在去
年市区两级政府部门取消 129 项要求基层
开具证明的基础上，今年市区两级党政群
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证明和盖章环节都要清
理。据北京市政府审改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凡是没有法律法规设定依据的、可以
通过部门内部调查或信息共享方式办理
的、能够通过申请人提供有效证件或凭证
办理的等五种证明，原则上一律取消。(3
月 22 日《新京报》)

民众对“奇葩证明”怨声载道久矣，舆
论对“奇葩证明”批评谴责久矣，但“奇葩
证明”生命力之顽强，远远超出我们的想
象。尽管公安机关明确表示不再开具 20 类

与警务无关的证明，尽管很多地方政府一再
要求“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但
办事群众被要求出具各种“奇葩证明”的新
闻，仍然时常见诸报端。问题的症结究竟在
哪儿？

症结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其实也很简
单——— 先有各种“奇葩规定”，然后有各种
“奇葩证明”；换言之，“奇葩规定”若是
不除，“奇葩证明”便不会绝迹。

且举两例：其一，福建华安县一位老人
到 电 信 局 办事 ，被 要 求 提 供 “健 在证
明”——— 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还要什么
“健在证明”？连当地派出所都怒了。可
是，电信局工作人员其实是按规矩办事，因

为福建省人事厅相关文件就是这样规定
的。其二，湖南冷水江市民政局要求老人
补办老年证须提供“遗失证明”，同样是
“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湖南省
老龄委相关文件规定，老年证遗失后当事
人若要补证，须经社区居委会和街道两级
证明情况属实后才可补发。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群众被要求
出具各种“奇葩证明”，并不是基层窗口
单位故意刁难，也不是工作人员的作风或
态度有问题，而是因为上级有规定，他们
不得这样做，否则就是违规。可以想象，
当舆论对相关窗口单位口诛笔伐时，他们
定然感到很委屈：我们是按上级规定办事

啊！如果不按规定办，我们会挨上级批评
啊！

由此可见，“奇葩证明”的根源性问
题，在于一些规章制度不合理、没必要乃
至太奇葩。要清除“奇葩证明”，首先得
拿“奇葩规定”开刀。这就是北京市清理
“奇葩证明”的可赞之处，从取消不必
要、不合理的证明入手，从改进规章制度
入手，从上级部门做起，废除各种“奇葩
规定”，基层窗口单位自然不会再要求群
众出具各种“奇葩证明”。这才是釜底抽
薪的办法，也是治本之策。

清理“奇葩证明”，就得先废除“奇
葩规定”。希望各地都能对相关规定做一
次全面清理，凡是不合法、不合理、没必
要、瞎折腾的规定，该废除的废除，该修
改的修改，该放权的放权。唯有如此，才
能避免基层窗口单位左右为难，避免老百
姓为“奇葩证明”所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2016 年，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流
动人口发展报告》。报告显示， 2015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
达到 2 . 47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 ，相当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
人在“漂”。以北京为例，租客平均换房时间为 11 个月，大部
分在 8 个月到 14 个月之间。这意味着，“北漂族”平均一年左
右就需搬一次家。房租上涨、中介费难退回、东西太多不得不
扔……每搬一次家，总有新的挑战摆在“漂一族”的面前。

不靠谱的房东，黑心的中介，说起“漂一族”的租房经
历，很多小伙伴都是“一把辛酸泪”。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大
多数“漂一族”的租房青年应该处于 20 岁至 35 岁之间，因为异
地求学或者求职创业等原因，选择离开家乡租房居住，更多的人
来自于农村或者是二三线小城市。对于他们来说，选择到大城市
租房打拼，是为了圆心中的一个梦，动力来自于强烈向上流动的
期望，有人将这些“漂一族”称为“智力型移民”，这一群体正
在为城市的人才市场带去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和生机。

古语有云，有恒产者有恒心。由于经济条件和房价不断上
涨的多重因素叠加，能在大城市购房安家的“漂一族”尚属少
数，多数人还得年复一年地“漂”下去。如果缺乏对于住房租
赁市场的有效保障和严格监管，面对日益高企的房租，畸高的
房价，有的租房者很可能会因此被迫离开打拼奋斗的城市，甚
至丧失即将迎来的发展机遇。保障“漂一族”的基本权益，替
他们找到安稳的家，其实也是稳定一座城市的人力资源市场，
建立保障人才的有效机制。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部署加快培育和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基本形成供
应主体多元、经营服务规范、租赁关系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体
系，基本形成保基本、促公平、可持续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体
系，基本形成市场规则明晰、政府监管有力、权益保障充分的住
房租赁法规制度体系，推动实现城镇居民住有所居的目标。

其中，重点提及将要完善公共租赁住房。推进公租房货币
化，提高公租房运营保障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
员、新就业大学生和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凡
符合条件的应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鼓励地方政府采取购买服
务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将现有政府投资和管理
的公租房交由专业化、社会化企业运营管理。大力发展公租房
市场，是让“漂一族”安家乐业的有效手段。然而，从现实的
角度讲，不少地方的公租房仍然面临门槛设置过高，以及公租
房地理位置过偏，接驳公共交通不便等不利因素，让租房者无
所适从。如果能够从这些短板着手，建立健康、有序的租房市
场，为租房者提供稳定优质充足的房源，就能从很大程度上消
解“漂一族”的焦虑和担忧，清除他们为事业打拼的后顾之
忧，而于城市发展来说，也大有裨益。

完善租房市场

为“漂一族”安家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只有真正站好群众立

场，切实走好群众路线，

把耳朵紧紧贴着大地上，

群众的声音才能不被任意
“过滤”，才能最终汇聚

成中国改革发展的好声音

本报评论版“草野·宇下”栏目长期征集读者来信。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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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明“草野·宇下”，请勿使用附件。

投稿邮箱：xhmrdx@163 .com

■征稿启事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