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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过去谈到腐败问题! 公众常听到

来自官方的一句套话是" 腐败只是少

数人!只是个别现象!多数党员和领导

干部还是好的# 留心官方反腐宣传和

领导反腐讲话会注意到! 在最近这场

从严治官的反腐风暴中!$腐败只是个

别% 之类的政治修辞越来越少见了!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反腐没有特区%

$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政治生态存

在不少问题%$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之

类严厉的表述越来越多& 山西省委的

党报'山西日报(甚至在近日的社论中

称山西$短期内出现的系统性)塌方式

腐败问题%&

慎说和少说 $腐败只是个别%!是

一种被现实倒逼出来的理性和清醒&

近日一篇报道震惊了舆论" 近年

来!江西九江市纪委联合公安)检察等

部门组成$捕鱼行动%专案组!查处了

水利系统腐败窝案& 包括九江市水利

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裴木春在内的
!67

人涉案!其中党员干部
,56

人*处级干

部
,-

人!科级干部
7#

人+& 办案人员

称没想到水利建设市场管理如此失

控&九江水利系统一共才多少人,竟有

,67

人涉案! 哪里再说得出 $只是个

别%&

山西省官场的腐败更让人震惊!

常委班子
,.

个人!

6

人落马!绝非$腐

败只是个别%了& 所以!当中央领导赴

山西宣布干部任免时! 以罕见的严厉

称"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

峻& 中央高度重视山西存在的问题!高

度重视山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决定对山西省委班子作重大调整&

这场反腐风暴中! 类似的场景一

再出现"班子成员多人落马!一省多名

副省级官员落马!同一岗位上官员$前

腐后继%等等& 虽然落马官员很多!但

相比全国所有的党员干部! 确实是少

数!确实不是$主流%!但有些地方所暴

露的问题!让人再难轻言$腐败只是个

别%了& 有一个反一个!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不再担心$如果曝光多了%!会影

响党员干部整体形象!这是一种进步&

这种清醒非常可贵"再不大力反腐败!

都陷入生存危机了! 哪里还有形象可

言, 必须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

气&

不说$腐败只是个别%!并不意味

着认同多数领导干部腐败! 更不意味

着腐败已成主流现象! 而是传递这样

一 种 清 醒 的 认

知" 腐败到底是

不是个别! 多数

领导干部是不是

清廉! 谁说都没

用! 要以事实为

依据& 领导干部

是不是清廉!官员有没有腐败!要经得

起群众的监督!经得起纪委的调查!经

得起时间的检验& 权力只有被关进笼

子才会被驯服! 空有道德上的自信是

苍白无力也缺乏说服力的&

慎说少说$腐败只是个别%!不必

担心公众就此认为身边都是贪官!进

而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每一个官员& 如

果公众在一地的现实中接触到的贪官

和看到的不正之风泛滥成灾!再说$腐

败只是个别% 只会更影响政府的公信

力-如果风正气清!腐败得到遏制!民

心自有一杆公平的秤&

统计造假背后有多少!故事"

!

胡印斌

据'廉政望(报道!白恩培任内!云南

经济排名从
544,

年全国第
,#

名下降至

54,,

年的第
5"

名! 对于不好看的
89:

数

据! 白恩培任内曾有省委某领导强行修改&

据曝一名副省级领导曾坐镇统计局!说全国

同期
89:

都是两位数! 云南一位数太丢脸

了!当时的统计局局长不同意!被派去出差&

数据最终从
;<6=

被改为
!5=

&

因为数据$不好看%!就动用权力强行美

容!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美学& 如果不是白

恩培此番犯事! 想必

一般公众很难了解到

这般惊人的内幕& 人

们不禁会问! 泛滥的

统计造假背后! 还有

多少类似的内幕,

一直以来! 公众

对于统计造假深恶痛

绝&有关部门也曾采取过统计执法大检查等

治理行动& 今年
-

月!国家统计局就曾曝光

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在工业企业统计上弄

虚作假! 其编报的
54!5

年年报工业总产值

76<!

亿元!初步核实为
55<5

亿元!虚报
-5<#

亿元&

有关方面一直在喊打!可实际效果似乎

并不明显& 这其中!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地方

一直存在
89:

崇拜! 习惯于用人为改动统

计数据!以佐证地方政绩)行业的成绩!或者

干脆就是撇清政府部门治理的责任&另一方

面!也与相关问责过于疲软!难以落实有关&

目前已有 '统计法 ()'公务员处分条

例(!

544#

年还专门出台了'统计违法违纪行

为处分规定(& 这些法规明确规定了对于统

计数据造假相关责任人员的问责情形!并保

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职权的权

利!但是!现实中!不仅统计成了可以随意揉

捏的$橡皮泥%游戏!相关官员也鲜有被问责

的情形&

很多时候!即便是问责!往往也只是问

到统计人员头上&至于像云南省这样由省级

主政者层面公然施压篡改
89:

数据的!非

但不可能被问责!甚至都不可能被触及&

其实!统计造假之所以成为$顽疾%!屡

治不愈!关键正在于背后形形色色的$权力

故事%&地方主政者出于政绩的考量!往往有

着人为干预经济运行数据的冲动& 悲哀的

是!这种冲动也每每能够在权力运行中得以

实现&

可见!根治统计造假现象!除了从技术

层面强化制约! 以减少技术性误差之外!还

要提高地方主政者的造假成本& 比如!声势

浩大的$统计打假%风暴!不能止于对基层机

构和统计人员的问责!而是要延伸到背后的

授意者和施压者&不仅要检视主政官员的责

任!还要改变统计数据与官员政绩之间的关

系&

此前!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表

示!改变$数字出官!官出数据%的局势!短期

内要在技术上建筑防火墙! 比如互联网直

报)强化统计监督!阻止官员干扰统计数据!

而长远看则要靠改革现有政绩评价机制&

统计造假不仅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也严重误导社会公众的判断&若想改变此种

情形!当约束权力!让法律归位&

!小英雄"到底上了几天学

!

视点

'现代快报(等媒体报道!$

5447

年

汶川大地震后! 林浩就踏上了演艺之

路&

-

年来!他一直片约不断!已经参演

了多部电视剧!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汶川大地震!林浩被报道称

为$小英雄%-两个多月后北京奥运会

入场式上! 林浩走在中国奥运会代表

团最前列!风光无限& 一名
#

岁孩子!

被媒体做足了文章! 命运着实令人担

忧&

-

年过去!终于传来$小英雄%不读

书的消息&

媒体所说的那个 $翻天覆地的变

化%!对一个学龄少年而言!究竟是不

是幸事, 这个正在读初三的学生林浩

老练地说 "$我是个学生 ! 以学习为

主& %而导演徐耿披露"$现在林浩几乎

不上学了. %

林浩声称他参加影视剧拍摄不会

影响学习! 但一个
#

岁的孩子!/

-

年

来%在/一直片约不断%的状态下是如

何从小学升入初中! 又是怎样学习各

学科知识并通过考试的! 他究竟读了

几天书! 事涉义务教育! 社会应当知

情#

报道披露"有个/叔叔%用林浩的

名义成立了公司!负责帮林浩接戏)谈

片酬!/林浩现在的状态其实和职业演

员差不多%# 所以!林浩可能仅仅是名

义上的/学生%!如果他想否认已辍学!

他的监护人和学籍所在学校应当向相

关部门提供林浩在校时的证明和各科

考查成绩#

究竟是谁第一个雇用儿童林浩参

加影视拍摄的, 对儿童林浩学业产生

的影响有没有作出评估, 当初有没有

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 现在来讨论林

浩的读书问题!想亡羊补牢!恐为时已

晚# /义务教育%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

一个人成长阶段必须要打的 /底子%!

在这个阶段需要发展的认知能力和情

感态度价值观!过了/时%!很难补课-

义务教育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带有强

制性! 因为它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本

保证#

虽然林浩
#

岁至
!6

岁的
-

年时

间内不断参加影视拍摄! 直到这次宣

传新片炒作! 才暴露出他受教育权利

受到侵犯# 同时社会也应当看到!不仅

仅是林浩!可能还有相当数量的走/文

艺线%)/体育线%的少年!也没有完成

义务阶段的学习#

对未成年人 *特别是义务教育阶

段的儿童少年+ 参加影视拍摄和商业

演出!应有相关规定!不能等出了问题

再去翻条文# '义务教育法(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

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

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适龄儿童)少

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

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

育# %义务教育法规!不能成一纸空文#

一个放弃读书 /误入歧途% 的孩

子!背后可能会有几个追逐利益的人!

周围也会有一群发出错误声音的人#

谁雇用了少年林浩! 谁就得负责作出

解释!而不是把问题推给林浩本人#

!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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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 !

#

月
!-

日上午 !广州交通技师学

校的食堂里!一位食堂阿姨从一口汤锅里捞

出一块骨头啃! 啃后又扔回锅里- 接着!另

两位员工推着这锅汤给食堂的师生们送去

喝了.这一幕被一个同学用手机全程拍下并

发到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阿姨的口水随着咬剩的骨头与汤合体!

汤汤水水一家亲!网友纷纷向喝过这锅汤的

师生发函 )致电慰问 # 但有网友又说 "阿姨

是吃吃看肉熟了没有 !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的, 以前不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还说"食

堂阿姨敢吃!说明这汤没放地沟油)毒味精-

阿姨在当尝膳官!试了没毒才放心地送给广

大师生品尝!阿姨乃业界良心00好好一个

负面新闻!就这样被网友们玩坏了#

传统后厨 !门禁森严 !里面发生着种种

令人意想不到的奇妙的物理)化学乃至生理

反应 ! 许多人吃东西都有眼不见为净的觉

悟# 但公共食堂涉及千百人饮食安全!万一

阿姨口水有传染病菌呢,类似这种颇具古风

的后厨风采!还是杜绝为妙#

汤汤水水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