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编辑
#

张鲁莎
$%&'() # &'()&*+,!-./012

3#$ 锐评观点版
!

"#$ %&$

!"# $%&

!"#$%&'()

!

碧辉

第一名上台领奖常见!最后一名上台

领奖却是新鲜事"

!"

日!陕西省渭南市召

开的全市
!#$%

年综合观摩暨第三季度

工作讲评会上!

&

个县#市$区%的相关负

责人上台领了写有&最后一名'字样的黄

牌( 领奖者大多数愁眉苦脸!也有人露出

尴尬的笑容) 领黄牌者的照片被发至网

上!立即引发网友广泛热议"

看上去是奖! 不过这个奖领得有点

烫手" 看领奖者的表情就知道!千不甘$

万不愿拿着这奖牌! 因为拿着奖牌带来

的不是荣誉!而是耻辱" 这最后一名奖其

实比第一名奖励更有效果" 对于一些习

惯了懒政$习惯于不作为的部门来说!得

不得第一名无所谓!反正也轮不到他!浑

浑噩噩的过着日子! 滥竽充数的坐着月

子!谁爱上台风光去都与他无关" 可现在

有了最后一名奖就不一样了! 这不像文

艺界得金酸梅奖!烂就一个字!评上也就

最多一次!真要拿了也就呵呵一笑完事"

这个可是要年年评!年年考核的!这回拿

了最后一名衣锦还乡! 下次继续拿着荣

归故里* 真丢不起那人) 所以!据渭南市

考核办考评科的负责人介绍! 该措施实

施后! 连续两季度领取黄牌的区县基本

上没有) 士知耻而后勇!刺激作用还是很

明显的)

最后一名!是让人感到羞愧+耻辱的

奖项!可以评!评得有积极意义!可怎么考

核$怎么评选不能马虎"说到底!它是政府

部门内部评选的!渭南市考核办每季度会

对全市的重点项目进行考核评比"那么问

题就来了!全市的重点项目中!肯定有很

多是跟民生密切相关的"考核评比的标准

是怎么定的* 是看完成的项目进度谁快

吗*有些项目!是与民众利益完全一致的!

比如说养老院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健

全等等!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有些工程

则不然" 比如为了某个市政工程的推进!

需要拆迁民房! 依法拆迁的进度就慢!违

法强拆的进度就快!那么考核的时候到底

谁先谁后* 如果评选标准不科学!拿到最

后一名黄牌的虽然表情很尴尬!可心里就

未必服气了"

最后一名奖敲响了为官不易!为政当

有为的警钟!对于这一创新型的政府考核

方式!乐见其有!也乐见其成"但真正要想

让执政行为能与民众的呼声直接应和!还

是少不了民众的参与!让民众给最后一名

奖当评委! 得奖的不但可能领到黄牌!更

有可能直接被红牌罚下!才更有震慑作用

与激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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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市城管委通报!日前环卫女

工刘福香在制止车窗抛物的陋习时! 被一

坐在宝马车里的男子连扇两耳光! 刘福香

面部红肿并向警方报案" 随后!武汉城管委

向刘福香颁发了
!###

元#委屈奖$%

作为标题党的一员! 读完这则新闻第

一时间想到的标题是 &宝马男掌掴环卫

工$!因为这样可以凸显两者之间财富地位

之间的差异% 现在富起来的人不少!但是人

的素质却没有跟上! 新闻里总少不了土豪

们出乖露丑的镜头'因为抢购
456178-

在国

外专卖店打起架来! 房企老总赤膊在楼盘

上撒钱()土豪们总是试图在日常的一些

活动中无限接近贵族的做法' 例如打高尔

夫球*出国打猎!但在素质修养上却越行越

远" 这名恃强凌弱的打人宝马男便可算其

中的典型" 其实!那是扇在自己脸上的两记

耳光"

记得小学的课本里有一则列宁与哨兵

的故事" 一次!列宁没有带证件去开会!被

哨兵拦住不给进门! 如果列宁像宝马男一

样甩手就给坚持原则的哨兵两巴掌! 那故

事可能就会改写" 有时!人品的高下往往是

在率性一刻展现出来"

!搁置"也是一种不作为

!

然玉

安徽萧县有多幢 &烂尾办公大楼$!中

间一座
-

层的主体建筑! 四角
"

栋副楼!楼

前的广场两侧!对称分布着
9

栋楼房!均已

封顶! 却未见后续施工" 萧县知情人士介

绍! 这片建筑为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任

上规划的&政务新区$" 不料其时毋保良因

贪腐问题落马!导致工程受影响停工!此后

又遇上&中央禁令$!&进退不得$搁浅至今"

工地上杂草丛生*甚至有人在此放羊"

政务新区成&牧羊场$!这样的荒诞场

景!在安徽萧县真切发生" 谁曾想!堂堂政

府工程!竟也会遭遇烂尾的窘境" 回溯此事

的来龙去脉!公众不免唏嘘不已" 只因&主

推者$落马!加之中央禁令颁布!偌大的办

公楼项目!居然被索性弃之不顾" 在当地官

场!该建筑群俨然成了&不祥之兆$!人人唯

恐避之不及" 这种消极回避*不管不顾的态

度!最终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直至荒草

遍地*牲畜成群!错乱的画面!总归触目惊

心"

烂尾的萧县政府大楼! 当然只是极端

特殊的个例" 但在它身上! 又确乎可以见

到!某些普遍存在的现实" 一直以来!政府

工程与主政者捆绑过深! 乃至充斥着个人

的主观偏好!牵扯着个人的利益关系网" 由

此导致的后果!一旦主推者事发被查!对其

未竟之业!后继者往往不愿&接盘$+++这既

是为了划清界限*避免牵连,也是为了便于

另起炉灶*&除旧布新$% 从本质上说!缺乏

集体决策过程!以及健全的工程维系模式!

基建项目出现反复或烂尾!并不奇怪%

除此以外!萧县案例同时表明!在地方

的权力生态中!缺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

责任分摊机制% 当地长时间放任办公群项

目烂尾!等同于闲置资源*扼杀收益% 试问!

谁该为此担责- 即便是为了执行 &中央禁

令$!萧县也完全可以先将大楼完工!然后通

过租售回收建设成本..无论如何!不作出

任何积极的善后!只是简单粗暴地&搁置问

题$!无疑是最令人失望的结局/

地方层面公权系统的结构缺陷!让主政

者往往在两个极端摇摆% 在常态的宽松约

束内!他们大刀阔斧*无所顾忌,一旦风声收

紧!他们又变得风声鹤唳*谨小慎微% 萧县

的荒废大楼!肇始于前任的肆无忌惮!烂尾

于继任的保守求全% 自始至终!当地的掌权

者!似乎总是缺乏笃定的行事标准!缺乏理

性的思维习惯% 所谓前车之鉴!被后来人当

成&不作为$的借口% 这无意间!又构成了新

的失职失责%

&不仅要惩戒贪腐!也要追责庸碌$!在

围观萧县的烂尾政府楼之后!公众想必会有

此感叹吧0 当然!避免类似闹剧发生!关键

还是要行政系统内部能够真正建构起超越

官员个体意志&配置资源维护收益$的运作

范式%

故宫!新花样" 让人眼前亮

!

嘉琛

在文化产业转型的大潮中!北京故宫

应该放下身段!把&脑洞$开得更大一些!

不断推出更时尚的文创产品%

去年!&朕知道了$胶带纸曾让台北故

宫出尽风头! 引得网友纷纷向北京故宫

&施压$% 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总算扬眉

吐气!推出了特色文创产品&仿蜜蜡朝珠

耳机$%这款&老佛爷专用$&听歌上朝两不

误$的时尚耳机!刚经微博推出便被一抢

而空% 眼见两岸故宫争相卖萌!网友调侃

称北京故宫&脑洞终于开了$%

&脑洞$开!创意来%近几年!台北故宫

推出了
$"##

多种文化创意产品!仅
$#!.

年销售收入就将近
:

亿元新台币! 直逼

!#

亿元新台币的门票收入% 与拿创意做

生意的台北故宫相比!北京故宫在馆藏珍

宝数量上占优势!但至今仍过度依赖门票

收入% 北京故宫缺少多元化发展探索!归

根究底是因为&脑洞$不够大%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好在北京故

宫博物院已经开始奋起直追%无论是推出

&顶戴花翎防晒伞$&福尔康手机座$*

;

版

明清帝后书签等 &萌物$! 还是在微博中

&卖萌$&犯神经$!都让人看到了古老的北

京故宫所做的一些&年轻化$的尝试%这些

符合年轻人审美情趣的产品!让我们感受

到了北京故宫的新气息%

检索媒体报道可知!其实台北故宫的

&脑洞$也并非一开始就那么大%早期台北

故宫也只卖一些简单的复制品!文创产业

在
$###

年以后才逐渐起步%不过!只用了

十余年时间!台北故宫的文化创意综合能

力在世界博物馆中已名列前茅%

台北故宫文创产业发展中的很多经

验!都值得北京故宫博物院学习%比如!建

立一套成熟而完整的文创产品开发机制!

通过品牌授权与知名厂商联合生产优质

文创商品!以现代经营管理运作文化创意

产品!在文化消费中弘扬传统文化等%

在文化产业转型的大潮中!北京故宫

应该放下身段!把&脑洞$开得更大一些!

不断推出更时尚的文创产品%

$#!.

年!北

京故宫借鉴台北故宫的经验!首次举办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就是一个不错的开

始% 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得天独

厚的馆藏资源!实现文创产业&弯道超车$

并非不可能%

&仿蜜蜡朝珠耳机$的发布!透露出了

两个信息' 其一! 该产品的信息由拥有

!9:

万粉丝的&

,

英式没品笑话

百科 $首发 !诸多 &网络红人 $*

媒体大
<

第一时间转发! 这种

很 &眼熟 $的操作模式 !意味着

北京故宫博物院已深谙社交网

络营销之道,其二!众多转发者

中有一个
$#!#

年开通的账号

&

,

故宫淘宝$!通过这个&兔子

洞$!可以窥见故宫在电子商务

领域的野心%

单是这些新气象! 就足以

让我们对北京故宫抱有更多期

待% 可以预见的是!在北京故宫

逐渐 &上道 $之后 !必将给大家

带来更多令人眼前一亮的 &新

花样$%

两记耳光

社会热点社会热点

言者有意言者有意

百姓观点百姓观点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