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市民提前“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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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牧民点放

映途中，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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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不要调整，引起广

泛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少儿人口出现绝对数大幅度下

降趋势，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正常人口生育更替水

平，已出现严重的“少子化”。为应对此趋势以及随之到

来的社会老龄化，应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实行从

“一胎政策”到“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过渡。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是稳

定的，除了个别一些非常发达的大城市外，在全国绝大

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

肯定会大幅度反弹。因此，要想稳定住低生育水平，必

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为此，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侠日

前在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必须长期坚

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

作的首要任务，逐步完善政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有一个论断，存在二

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

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刘易斯

拐点”。现在我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都呈现下降的

趋势，人们不禁担心“刘易斯拐点”会很快到来，甚至

有学者推测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将在 !"&'年前后进

入零增长，从而出现“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研究发现，在

既有的发展模式下，“刘易斯拐点”必然会带来经济衰

退。因为和一般经济危机不同的是，人口收缩期将至少

持续 &'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更加漫长。目

前我国主张应尽快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的学者，基本上

都是以此为根据。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如果我们改革现有的发展模式，逐渐由粗放型规模型发

展模式向精细化集约化发展模式转变，“刘易斯拐点”

的魔咒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因此，思考我国的人口政策，有必要摆脱基于数

量基础上的人口红利固定思维模式，应该在人口的质

量上下功夫，在制度、生产要素、全球化资源配置等

方面下功夫。比如教育红利，研究发现，制造业的职

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 & 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 &()；

如果职工全部由初中学历上升为高中学历，劳动生产

率将提高 !*)；而如果都具备了大专学历，劳动生产

率还可以再提高 ++)。又如制度红利，其作用可以从

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上看到。事实上，无论是宏

观层面的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等，还

是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我国的制度改进都还有很大

的空间。再比如生产要素资本化、全球化资源配置等

方面，改革的空间更大。因此，在现有人口政策下，

即使我们无法避免“刘易斯拐点”的魔咒，但至少可

以推迟它的到来。

珠海横琴新区、韶
关始兴县、广州南沙新
区将在春节后启动财产
公示试点。在刚刚结束
的地方两会上，这一消
息的不胫而走让广东省
的“两区一县”迅速成
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
社会各界的千呼万唤
中，被寄予反腐厚望的

财产公示试点，注定是一场聚光灯下的改革。近日，记者走访
韶关始兴等地，耳闻目睹了当地因试行财产公示制度而带来的
新变化。

宣传板上“晒工资”成为“反腐窗口”

记者随机走进始兴县太平镇政府，一楼大厅进门处左手边
的“政务公开栏”清清楚楚地列着该镇领导班子 #$名成员的
收入。“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总收入 !(!% 元、工资 !#%% 元、
岗位补贴标准 +!%元、通讯补助（移动加固话） $+%元；党委
副书记、镇长总收入 !(%! 元、工资 !%,! 元、岗位补贴标准
+!元、通讯补助（移动加固话） $+%元……”

随后，记者随机走访始兴县财政局、始兴县地税局、城南
镇政府等单位，宣传板上“晒工资”几乎成为了一项“例牌制
度”。除领导班子的收入外，公务车辆费用、财务收支也进行
了公布。譬如，财政局局长的总收入是 $-**元，其中工资是
#$$#元、津贴补助是 !+#$元。

一名职能部门的副局长告诉记者，从去年 +月开始，县各
级政府、职能部门及行政事业单位，按照纪检部门的统一部
署，在办公楼的宣传板上“晒工资”，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
试点迈出了第一步。一名教育界的科级干部说：“大家的收入
都公开了，反而没什么压力，清清白白做人。财产公示对干部
来说是一种震慑，让大家在心理上有所忌惮。”

“历史旧账”不能拖改革后腿

!%#! 年，广东省拟定珠海横琴新区、韶关始兴县为领导
干部家庭财产公开试点，广州市主动确定南沙新区作为市级试
点。根据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的要求，试点工作
将在 !%#*年前完成，并逐步推开。近日，韶关市市委书记郑
振涛披露，春节后，始兴县 '!+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家庭财
产相关资料将在内部网上公示。广州市纪委常委梅河清透露，
广州南沙新区将在春节后启动财产公示试点工作。
“保护隐私应该成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基础，现在社会上买

卖个人信息的不法行为十分猖獗，推行财产公开也要注意信息
安全，避免隐私受到侵害。”一名在人大工作的基层干部说。
此外，始兴县政协一名副科级干部告诉记者，上世纪 -%年代，
不少干部曾响应号召，停薪留职下海经商。部分公务员在特殊
时期通过合法途径赚到了钱，这些财产究竟怎样界定，公布出
来是否能被公众理解？

专家认为，领导干部掌握的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接
受社会监督，但也要尊重和保护领导干部的个人隐私。中国纪检
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划定人群、划定层
次，对申报和公示的方式方法进行细分，逐步提高实际效果。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以上这些顾
虑“值得理解，但有办法厘清”，所有资产的积累都有记录可查，
比如档案中的履历、银行的流水账、这几年房价上涨带来的收
益，只要能查清来源，公众也是可以理解的。专家认为，在陆续开
展的探索实践中，必须不断完善财产公开的制度设计，促进干部
群体消除疑虑，达成共识，才能减少改革中的阻力。

防止“捧杀”“棒杀”扼杀试点

与之前诸多“单打独斗”却又“昙花一现”的官员财产公
开试点不同，广东的此次探索是由省委有计划地部署推进，显
示出与以往不同的改革勇气和魄力。!月 #日召开的广东省纪
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再次明确提出，!%#$ 年将严格落实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健全定期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制度，并继续推进报告事项在
一定范围公示试点工作，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虽然财产公开被公众寄予厚望，但仍需其他反腐措施多管齐下。珠海市纪委书记王
衍诗说：“财产公示是众多反腐手段中的一种，主要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不能神化
它，更不能天真地认为一旦公示就可消除腐败。”

广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财产公开要稳步推进，外界要给予新制度一定的生存
空间，允许地方进行多种多样的探索，不要让新制度在舆论的“捧杀”或“棒杀”下胎
死腹中。李成言认为，广东试点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回应了公众期盼，又一次为改革树
起了一面旗帜。试点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一种进步。在探索过程中，要允许“犯错”，
在不断改进中积蓄改革的正能量。 （据新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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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到人口之外的其它红利
郭文婧

时事点评

栏目主持：黄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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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卫兵在整理

加固牦牛背上的放映

机。 （摄于 !%%$ 年

&月）

"兰卫兵在一户

牧民家放映。肃南山

大沟深，牧民居住分

散，一场电影只有二

三名观众是常有的

事。 （摄于 !%%+ 年

'月）

人物聚焦

!月 *日，正值冬季的四川著名风景区九寨沟，天气晴朗，冰雪消融、春意盎然，迎来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图为风光秀丽的

冬季九寨沟景区。 钱兴强摄（中新社发）

九寨沟冰雪消融吸引游人

#

新闻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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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雪地马球

世界杯赛在天

津落幕。经过

&% 天的激烈

角逐，中国香

港队最终成功

问鼎。图为比

赛精彩瞬间。

佟 郁摄
（中新社发）

雪地马球世界杯赛落幕

2月 4日

至2月24日，

第九届北京兰

花展在北京植

物园拉开帷

幕。此次展览

共展示300余

种（含品种）

1.2万盆（株）

花卉。

陆 欣摄
（中新社发）

万株兰花北京齐绽放

2月4日，由近千只蝴蝶组成“春”字、用环保材料

和再生纸张制作的重叠式艺术装置亮相南京，向民众

传递独具匠心的新春祝福。 泱 波摄（中新社发）

“春风化蝶”舞动南京

近日，贵阳市民趁着好天气到位于贵阳市城郊的

森林公园游玩，提前“赏春”。李 桐摄（中新社发）

$

$

$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深山的

牧区很期待。有了这样不辞辛劳

的义务电影放映员，把文明与深

情的向往连起来。他吃苦，是为

了让乡亲们享受甜蜜；他奉献，

是为了把梦想变成现实。”

!%&$年 &月 !'日晚，“工行杯”感动
甘肃 !%&!十大陇人骄子评选揭晓，张掖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巴音村裕固族牧
民兰卫兵获此殊荣。组委会在颁奖会上给
予兰卫兵以上的颁奖词。

义务为牧民放电影

上世纪 ,%年代，肃南牧区群众文化生
活还很匮乏，电影是牧民们最重要的“文化
大餐”。&-,,年，!$岁的兰卫兵当上了放映
员。肃南地广人稀，兰卫兵放电影的杨哥、寺
大隆等地，平均海拔 *%%%米左右，中间要翻
- 道大山梁，赶着牦牛整整得走 + 天，放一
场电影来回需要十几天。有的地方牛驮过不
去，还得把机器卸下来，肩挑背扛。

!*年来，兰卫兵义务为农牧民放映电
影 +%%%多场，行程绕地球两圈半；常年风餐
露宿，爬冰卧雪，他的双腿变成了“罗圈腿”，
原本一米八的身高减到一米七；他把自己的
青春年华撒在了牧区的山山水水，把自己的
心融入了电影事业，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
“大山深处的文明使者”；!%%' 年被国家文
化部授予全国农村电影“!&$& 工程”优秀放
映员荣誉称号，!%%( 年获得“感动张掖十大
骄子”，!%&! 年 , 月，他的事迹走进了中央
电视台《乡约》栏目，被全国观众所熟知。

放映路上苦中作乐

放映路上充满着欢乐，伴随着艰辛。

有一年夏天，在去赛鼎村放映 《孔繁森》、
《周恩来》 等影片时，一下子就来了 ,% 多
个牧民。他们都是从五六公里外的地方骑
马、骑摩托车赶来的，这是放映点观众最
多也最热闹的一次。此情此景，让兰卫兵
很感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有一年冬天，兰卫兵赶着牦牛，驮着
机器，踏着积雪，走了两天的路程，来到
寺大隆村，为一位从未走出过山沟的裕固
族老奶奶放电影。当天晚上，他一连放了
《解放石家庄》、《英雄儿女》、《武僧》等三部
电影，老人乐开了怀。一边吩
咐家人给兰卫兵包饺子、煮
牛肉，一边和他拉家常，整个
通宵全家人都没睡觉，就像
过节似的。

在红石窝牛毛山有一个
叫夹鸡尔的地方，冬天只居
住着一户牧民，每年，兰卫
兵都要上门去给他放“专场
电影”。年年如此，一场也
没漏掉。

积劳成疾不改本色

长年累月的辛劳，
让今年只有 *,岁的兰卫
兵看上去远远大于他的

实际年龄，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
当兵时曾经笔直的双腿，患上严重的风湿
性关节炎、骨质增生，严重变形。

去年，肃南县有关部门为兰卫兵配发
了一部放映车，这使兰卫兵彻底告别了赶
着牦牛放电影的历史。但牧区很多地方山
大沟深，车过不去的地方放映器材还需要
人肩挑背扛。兰卫兵说：“只要我的双腿
还能走动，我将把为乡亲们放电影的事情
一直做下去。”

（据《甘肃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