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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久：建议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被!骂惨"

!身 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入选理由" 因为一份建议给公务员加薪的

提案!让何香久几乎被骂哭"但他依然表示!广大

的公务员群体不应为少数腐败分子#埋单$%

!镜头回放" 何香久一直关注公务员收入增

长机制#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期间$他向

大会递交提案%建议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没想

到经过媒体报道后$何香久马上成!热点人物"$

!

万多网友跟帖# 最初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

何香久很伤心$他解释$自己建议的是!给基层公

务员逐步涨工资"$可没想到媒体报道成了!给公

务员大幅涨工资"#

何香久强调$大多数公务员是勤勤恳恳工作$

没有灰色收入的#他介绍$自己经过调研$发现一

些基层公务员以
"#

后
$#

后为主$他们几乎是!

%&

!

"!白加黑"地工作$工作强度特别大$但每个月的

工资特别低# 何香久呼吁网友理性看待公务员这

一群体$不能让广大公务员为少数腐败分子埋单#

吴江：建立收入分配新秩序
!身 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

!入选理由"呼吁建立收入分配新秩序!实现

公职人员工资收入&财产公开化和垄断行业利润

分配&员工收入分配透明化"

!镜头回放"

!#'(

年
)

月
*

日下午$在全国政

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中$全

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表

示$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解决此类问题应当从建立收入分配新秩序下手#

他说$ 分配秩序是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公

器$不能为少数利益阶层私用#他建议$下一步

要实现公职人员工资收入和财产的公开化$实

现垄断行业利润分配以及员工收入分配的透明

化#要尽快出台!工资法"!财产公开法"等相关

法律$同时$运用法律手段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

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

冯骥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成了!一纸空文"

!身 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

!入选理由"他强烈反对'开发$文化遗产!直

斥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是我国文化遗

产保护的最大问题"

!镜头回放"

!#'(

年两会期间$ 谈到非物质

文化保护话题时$冯骥才表示$虽然我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了好几年$但一例执行!非遗

法"的案例都没有$使!非遗法"成为一纸空文#他

说$日本&韩国每一项!无形文化财产"都有一批

专家保护它$传承它#而中国的!非遗"

"#+

以上

没有保护$只有开发#开发的目的是为了经济$不

是为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冯骥才认为$目前我国空有法律法规$没有

监督机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是我国

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问题#他说$中央强调要加

大保护力度$要记得住乡愁$这给社会一个极大

的触动#但村落保护如果没有经费$也没有监督

机制$就只能等着村落消亡#

束晓梅：向总书记面陈打击!医闹"

!身 份"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遵义医学院

附属医院儿科主任

!入选理由"她关注'医闹$!向习近平总书记

建言'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

肃处理$!获总书记当场回应"

!镜头回放"

!#'(

年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贵州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束晓

梅向总书记报告称$现在一些地方!医闹"严重$

出现了一系列伤害医护人员的事件$建议强化法

治$依法打击#她表示$医护人员如果没有了职业

安全感$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广大患者#习近平

对此回应称$必须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保护医

护人员安全$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

依法严肃处理#

!总书记当场表态$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束

晓梅说$她当全国人大代表七年了$

!##"

年她就

在大会上呼吁打击!医闹"$重视保护医护人员权

益$但遭到了一些代表的!不理解&不支持"#随着

各地袭击医护人员事件的不断增多$现在到了不

得不重视的程度#

莫言：反腐一直是我关注的重要题材
!身 份"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

!入选理由"在检察日报社工作过十年的莫言

掌握大量反腐素材! 他希望人们从文学作品或书

籍中得到启发!不把追求钱财作为人生最高目的"

!镜头回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莫言表

示$反腐一直是他关注的重要方面#腐败的问题$

在国家来讲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作家来讲还是

人的问题$人的欲望跟法规&道德&制度之间的矛

盾#

他认为$文学作品肯定会对人有种潜移默化

的影响#人$实际上经常需要借一种外力来观照

自我$ 借一种外部的正确的向上的精神力量$借

一种外部的理论对实践的解释& 对钱财的看法$

不断地校正自己内心的东西$最终达到对自己欲

望的克制#或者说$是对人生最宝贵东西的追求$

而不是把追求钱财作为人生最高目的$不是把追

求肉体享乐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

崔向群：现在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没什么区别了

!身 份"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

!入选理由"她直言我国高校教育与现实脱

节!盲目扩招!以致毕业生只能降低使用"

!镜头回放"!总理在报告里说要创造就业岗

位#但我认为就业岗位并不缺$缺的是适合岗位

的人''"

!#'(

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分组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集

团董事长陈丽芬一席话引爆了会场#随后$全国

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发难"%!现在研究

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崔向群说$总的感觉$毕业生质量在下滑#

比如其单位来的一些研究生$ 动手能力和理论

基础不是很令人满意# 她觉得这是盲目扩招的

结果# 盲目扩招之后人家都不相信大专生和本

科生$ 只相信研究生# 而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

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她说$现在大学

毕业生都被降低使用$一些大学本科生&大专生

也在当工人#一方面是因为毕业生供大于求$工

作不好找$ 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教育跟社会需

求脱节#脱节的主要责任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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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声音，法治的进步
(((

!#'(

十位影响力代表委员

二月河：仅仅观望太消极$反腐应该全民努力

!身 份"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家

!入选理由" 他从历史的视角关注反腐倡

廉!称读完(二十四史)!发现没有哪一个时期有

今天的反腐力度!引得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

委书记王岐山笑称'知音$%

!镜头回放"

!#'(

年
)

月
*

日$ 王岐山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

二月河用!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

震动"评价当前的反腐力度#他称$)二十四史*

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

的反腐力度$ 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

倡廉的信心#王岐山听后不时点头#

!#'(

年
*

月初$ 中纪委网站开设 !聆听大

家"栏目$第一期便选择二月河做访谈#二月河

认为$反腐问题要从民族危机角度去看$仅仅观

望太消极了$还应该全民共同努力#他希望反腐

倡廉不要松懈$同时逐步完善制度$从制度上反

腐$使腐败程度缩小到最低限度#

钟南山：必须以举国体制向大气污染宣战
!身 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入选理由"他利用代表身份和专业研究!积

极呼吁全国上下必须重视大气污染治理%

!镜头回放"

!#'(

年
)

月
,

日$ 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东全团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时表示%必须以举国体制向大气污染宣

战#没有健康身体$再多再高的
-./

也没有意

义#再不从自我做起$那么不仅人人是受害者$

人人也是害人者#钟南山说$空气污染不仅对于

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有危害 $跟肺

癌也密切相关#他称$

!#')

年大家普遍认为雾霾

天对人体致病危害证据不足$

!#'(

年的研究进

展表明$雾霾天的致病证据越发清晰$包括对呼

吸系统&生育以及肿瘤的影响等等#他认为$解决

北京空气污染根本在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等地实行联防联控#

刘永好：个税起征点在
*###

元至
"###

元较合适

!身 份"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入选理由"他关注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

展和普通员工的生活和就业! 多次建议根据我

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镜头回放"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

长刘永好深度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他说$在民

营企业领域$很多壁垒仍然存在$民营经济要发

展必须要进行深度改革$打破部分领域的不合理

限制已经十分迫切#刘永好认为$我国要进一步

拉动消费$让普通群众都能享受改革的成果$让

相对弱势的群体享受到改革红利#他认为$我国

应该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目前的起

征点在
*###

元至
"###

元比较合适#他说$在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一个普通农民工每月都能赚

到
)###

元左右$而个税起征点定在
)%##

元确实

太低了#

黄细花：适时全面放开二胎
!身 份"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旅游

局局长

!入选理由"

!#'(

年
)

月! 她建议适时全面

放开生育!并在出生人数再度下滑时鼓励生育%

''

月!她又联合其他
%

位代表!将废除社会抚养

费的建议书寄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镜头回放"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黄

细花担心$如果不及时全面放开二胎$很多女性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她对国外的相关情况进行

了充分调研$称其他国家的经验已印证$限制性

政策逆转后的生育率反弹非常有限$要恢复到更

替水平难上加难$即便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我国

生育率的反弹也是有限的#因此$黄细花建议$

比起看似稳妥的逐步放开方案$应对我国生育滑

坡的最好方式是全面开放生育#

她还关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在
!#'(

年
''

月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

条例
0

送审稿
1

*公开征求民众意见期间$她联合

其他
%

位全国人大代表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

议废除社会抚养费#

站在新年的起点，我们总忍不住回望过去。
回望，不是因为恋旧，也不是害怕遗忘，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走

稳、走好未来。
毋庸讳言，法治，成为2014年中国“最流行词”。
在这一背景下，反腐、大气污染防治、提高个税起征点、全面

放开二胎、教育脱节、打击“医闹”、非物质文化保护、收入分配新
秩序……这些关乎公民权益、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词，理所
当然地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关注和讨论的“热词”。
本期“面孔”我们精选了10位“影响力代表委员”，并不仅仅

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是基于他们的建言，确实在一点点地推动着
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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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 钟南山 刘永好 黄细花 崔向群

束晓梅 莫 言 冯骥才 吴 江 何香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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