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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聚焦

读杨海锋老师的故事， 如在烦闷夏

季忽遇习习凉风。

在这个浮躁的功利社会， 将 “无

用” 的传统经典奉为瑰宝，孜孜不倦地

进行义务传播，在有些人看来，此举或

有些迂阔。 但正是这种看起来不合时宜

的做法，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精神之美。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美， 是因为这

种做法于其个人， 表现出对自我完善

的追求； 于学生， 体现出为师者的理

想和责任感； 而于传统文化的延续，

这是一股虽然微小却很值得珍视的推

动力量。

观诸现实社会风尚， 他的坚持又

是一种提醒。在这个特别强调成功、特

别追求个人经济价值实现的时代，教

育和读书都严重功利化了， 很多人的

心志被流行价值观所扭曲， 被时代潮

流所左右； 而一个又一个被扭曲的个

体心志， 又使国人的整体人文素质呈

明显滑坡之势。所以，旗帜鲜明地提倡

“与经典同行，以圣贤为友” ，帮助学

生培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意识，

这种人文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在此时

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从他的故事，我想到一个既熟悉又

陌生的传统词语：“读书人” 。 传统中的

“读书人” 大抵是这样一种形象：有判

断，有坚持，有敬畏，有热心，信奉文化，

信仰道德，重义轻利，或还迂腐到可爱。

义务教人读经典的杨海锋，很符合这样

的标准， 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读书人” 。

在一所商学院能够出现这样的“读

书人” ，令人很欣慰。但同时也反衬出另

外一种现实的遗憾：当下，无论在哪级

哪类学校，推而广之，包括各类文化和

科研机构，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 已

经很稀缺了。 很多人注重知识轻视文

化，学历虽高却不过是“知识匠人” 。 甚

至，有些等而下之者，所汲汲者惟有名

利，不仅对于“无用” 的传统经典不屑

一顾，还自觉不自觉地贬抑那些高贵的

文化和价值观，而对一些庸俗的东西却

大肆追捧，致使谬种流传，贻害世人。 时

下，有很多教授以成为“老板” 自得，原

因便在于此。

世相如此，杨海锋一人的努力怕是

难以扭转乾坤。 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

为人师表者或其他知识分子，能够认真

思考一下他的主张，体味一下他的想法

和做法，以自己的努力给力传统文化的

传播，提升国民素质，改善社会风气；同

时，也让自己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暂时

安静一下，找到文化，找回自己。

（相关报道详见

A14

版）

■

青年观察

腹有诗书心自安

从杨海锋老师的故事， 想到一个

既熟悉又陌生的传统词语：“读书

人” 。 传统中的“读书人”大抵是这样

一种形象：有判断，有坚持，有敬畏，有

热心，信奉文化，信仰道德，重义轻利，

或还迂腐到可爱

□

特约评论员 郭之纯

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

7

日在

两会上透露，为防治腐败，国家将建立“公

民信息库”， 将公民的个人资料、 财产、住

房、收入信息，以及公民主要家庭成员的信

息以链接的方式组建信息库， 并实施全国

联网，信息共享。崔海容并预言公民信息库

“在未来能够有效预防腐败”， 并举例说：

“譬如一个官员原本有

3

套房子， 但他只登

记了

1

套，利用其他方式在他的特殊关系人

上登记，这样的话我们不好查了。如果建立

这个系统， 他的亲属相关信息都可以显示

出来，我们对官员的情况也会更了解。 ”

崔海容副局长所描绘的一幅反腐前

景，确实让人十分向往。 但有一事不解，要

了解官员的腐败信息，只需“官员信息库”

即可，为何非要建一个“公民信息库”呢？我

也搞不懂要了解官员信息， 与这个数据库

有何关系，难道没有这个数据库，反腐机关

就无从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吗？ 这显然

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

再者说，这个“公民信息库”不可能

是一个对所有公民开放的信息库， 否则

公民个人信息将无从得到保障。 那么这

个信息库事实上依然由有关部门 “内部

掌握”，跳脱于社会的监督之外。 这不免

让人疑惑，有关部门为何偏偏对“公民信

息库” 情有独钟， 而全社会长期推动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却一直进展缓慢？

其实反腐并不难， 只需发挥公民作

为“无所不在的眼睛”的作用。 像崔副局

长所举官员房产信息的例子， 与其相信

“数据库”，何不相信老百姓的举报？ 当然，前

提是，必须先保障老百姓举报的权利，先保

障老百姓说三道四的权利，先保障媒体“扒

粪”的权利……这些权利得到了保障，则腐

败差不多无可遁形。 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当

前的现状让人忧心。

本文不是要反对建立 “公民信息库”，

“公民信息库”对于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对于

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秩序的管理， 或有其意

义。 但若说是为了“反腐”，就不由人将其与

2009

年流行的一句最牛官话联系起来：“为

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 ”

（杭州 媒体评论员）

看不懂的“公民信息库”

若说是为了“反腐” ，就不由人将

其与

2009

年流行的一句最牛官话联

系起来：“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

产？ ”

□

阿平

没有考核与问责 “

4%

”必然成空

“财政教育投入占

GDP4%

” 多年来

未能兑现，这已经是个老话题，但《中国

经济周刊》在两会期间再度将这一话题

抛出来，却仍然吸引了足够密集的关注，

可见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热度， 并未

因长时间关注无果而消耗掉。

报道说，早在

1993

年制定的《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

48

条中就曾明确提

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

4%

”。 也就

是说，按此纲要，到

2000

年，

4%

已经成为财

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但现在已

经是

2011

年，“财政教育投入占

GDP4%

”

却仍然未能实现，成为一个停留在纸面上

的设想。 虽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

年—

2020

年）》再次将实

现这一目标的年份定在了

2012

年，但有了

这样尴尬的背景，人们对“

2012

年达到

4%

”

心存疑虑，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财政教育投入占

GDP4%

”为何多

年来一直难产？人们一直在追问。一些官

员习惯性的解释是：政府财力不够。但很

明显， 这只是托词———近年来政府财政

收入的增幅一直高于

GDP

增幅和居民

收入增幅，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

时候再拿“政府财力不足”做挡箭牌，是无

视现实、敷衍塞责。至于财政部教科文司司

长赵路所说的“

4%

至今未实现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偏低”，

则更是无稽之谈。财力不是问题，问题是财

政收入的使用方向出了问题。 近年来人们

所看到的现实是，在一些地方，官员们打造

政绩工程和公款消费时， 出手之阔绰简直

令人叹为观止。 简单来说， 并不是财政没

钱， 而是一些官员根本就没想过要把更多

的钱用在教育上。 政绩工程和公款消费紧

紧系着官员们的乌纱帽和仕途通道， 一些

官员当然会不遗余力；相比之下，教育投入

见效慢、也与政绩关联度不大，一些官员自

然懒得上心。 这就涉及到一个考核机制的

问题，考核是指挥棒，挥向哪儿，底下的人

自然就会走到哪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

教育”，这是曾经振奋人心的口号，但光有

口号远远不够，甚至，光有“财政教育投入

占

GDP4%

”的目标也远远不够，现在我们

需要的，是确保“

4%

”能够尽快落实的考核

与问责机制。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中国统

计年鉴

2009

》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

算，从

2000

年到

2009

年，以

4%

的比例为目

标， 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10

年累计

“欠账” 已达

16843

亿元。

2002

年到

2003

年

间， 经费投入甚至还出现了

0.06%

的倒退。

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现实， 是否

能够拿出有刚性约束力的考核方案？ 是否

能够严格问责？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式回答，

即为“

4%

”走入现实的基石。

（江苏 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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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的

口号远远不够，甚至光有“财政教

育投入占

GDP4%

” 的目标也远远

不够， 现在我们需要的， 是确保

“

4%

” 能够尽快落实的考核与问责

机制

□

赵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