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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
“为官择人者治，
为人择官者乱”
——

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
最重要的标准是法律的实施硬不硬——

用人以公，
方得贤才

软法不软，硬法要硬

杨煌

何家弘

茶话

重视吸
取历史经验
是我们党
的一个好
传统。我
国五千多
年的文明
史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吏 治 思 想 和 做
法。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
学习，安排中国历史上的吏治这个
题目，体现了我们党借古鉴今的历
史自觉。
“ 用人以公，方得贤才”，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学习会上强
调的重要观点。
历史上那些盛世治世，都同注
重立公道、举贤良相关。用人不实、
用人唯亲、用人唯近、用人唯利，用
人出于个人爱憎、私利而非公心，造
成吏治败坏，则成为王朝衰亡的重
要原因。历史上的教训比比皆是。
汉代察举注重舆论评价，于是一些
人“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刻意
行为造假，骗取舆论支持。一些州
郡长官选人承望上级，释贤取愚。
东汉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举六
名 孝 廉 ，被 权 贵 指 定 的 就 占 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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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至于荫官、捐官、买官卖官在各
劣的科学分析和比较中发现干部、
王朝均长期存在，成为破坏用人制
评价干部，聚焦事业需求、岗位需
度的毒瘤。用人不公必导致用人不
要，从“更合适、更胜任”角度去衡量
当，
吏治下滑，
贻害无穷。
干部、选拔干部，从符合条件的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正用人， 中看谁更优秀、从优秀对象中看谁
公在公心，公在事业，公在风气。这
更合适。着重选拔那些把条件优势
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
很好转化为实践优势的干部，各个
织路线上的体现，是我们选人用人
岗位干得很有成效、各方面评价反
的根本遵循。如果公道正派上出了
映很好的干部。只有这样，优秀干
问题，再好的制度也难以落实，再好
部才会大量涌现，党的事业才会兴
的干部也可能选不出来。党管干
旺发达。
部，
是选人用人工作的根本原则。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
古人说：
“ 为官择人者治，为人
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
择官者乱。”用干部是为了干好事
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
业。要正确把握事业发展需要和干
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各级党委要
部成长进步的关系，把合适的干部
敢于坚持原则，有那么一种只问是
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公正用人，关
非、不计得失的气节，敢于为好干
键要知人。
“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
部 说 公 道 话 ，让 好 干 部 真 正 受 尊
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
重、受重用。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
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教人。”知
败，用人腐败必然导致用权腐败。
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
要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
不当、用人失误。必须健全干部考
风，使用人风气更加清朗，坚决纠正
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以
侧面深入了解，要注重从其工作经
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态
历的简与复、工作阅历的深与浅、工
的山清水秀。
作岗位的难与易、工作成效的优与
（作者单位：
《求是》杂志社）

精实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核心——

精实力是核心竞争力的生命线
钟国兴
改革开放
以来 ，中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生产
能力和创新能
力都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提
升 。现在 ，似
乎中国什么都能生产，各种商品远
销世界各地，令人为之自豪。不过
我们应该看到，表面上能力的强大，
可能会掩盖更深层次实力上的问
题。中国不乏种类繁多的产品，但
在许多领域都缺少真正的精品、核
心产品。在社会治理上，我们保障
了社会稳定发展，但是环境等问题
比较突出，地方上许多问题解决得
过于简单化，导致一系列问题，距
离科学化、精细化治理还有相当的
距离。
从国家实力上说，中国确实比
较强大，包括一般的硬实力、软实
力。但是，我们仍然缺少一种实力：
精实力。所谓精实力，就是高精尖
上的创新、制造，
和精准化、精细化、
精致化的能力。
近几十年来，硬实力、软实力、
巧实力等概念流行，而且成为了国
际上实力比较和实力竞争的重要范
畴，不仅被用于国家能力的概括，
而
且用于城市、企业的评价。但是在
这个系列中，还缺少上述精实力这
样一个概念。
精实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核
心。硬实力是否真的过硬，软实力
是否真的有力量，关键并不在于表
面如何，而在于这种实力是否既精
又实，是否在高端、
精准上超越了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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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对手。离开精实力，
硬实力、
软实
力都可能是虚的、经不住重大考验
的。所以，
精实力是硬实力、
软实力
背后的真正实力，
是它们的内核，
是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精实力是核心竞争力的生命
线。今天世界上，
美国芯片、
德国机
械、英法服装箱包名牌产品等在世
界上畅销，靠的就是在这些领域精
致、精巧的高端能力。真正的一流
国家和企业，
不是仅仅靠生产规模，
也不是靠低端或者普通的产品销
量，
更不是靠过度的舆论炒作，
而是
看在哪些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精实
力。具有强大精实力的国家和企
业，
才算得上一流。
精实力缺乏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认识不到精实力的差距。对于任
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精实力都
是靠不断累进而形成的，靠一代又
一代人的持续努力来打造。
打造精实力，应是长久坚持的
战略。惟有明确这一战略，才知道
努力的方向，才会明晰要达到的目
标，才会更加明确我们振兴中华的
路径；确立这一目标，
才会明确精实
力打造的规范性标准，明确打造精
实力的步骤，并从各个方面提供战
略配合和保障。
打造精实力，应该不断地创新
累进。在以往的观念中，创新似乎
只是指重大的发明创造，这是对创
新理解上的重大偏差。实际上重大
发明创造只是创新的一种，产品和
工作的具体改进也是创新，而且是
更为常见的、实用的创新。忽略了
后一种创新，工作及其产品就会趋
于一般化、粗糙化。因此打造精实

陈平原
假期出
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的《南都繁
国 旅 行 ，东
会图》，江山形胜与都市风流，显
奔 西 跑 ，花
然是两种不同的欣赏趣味。而
钱 买 罪 受 ， 随着城市繁华、文人雅兴以及旅
除了享受美
游业的发展，明中叶以后，采用
食与体验生
组画形式，表现本地实景山水，
活 ，主 要 是
成了金陵画家的一种创作时
看风景。乡下人进城与城里人下
尚。都市风物的图像表达，包括
乡，
都在看风景，
只是观察角度与
气势万千的长卷以及便于传播、
欣赏趣味不同而已。随着文化交
价格低廉的版刻。且不论绚丽
流频繁、民众收入增加以及教育
多彩的长卷《皇都积胜图》
《南都
水准提升，不同人群的欣赏趣味
繁会图》，仅就晚明朱之蕃编、陆
也在逐渐接近。面对壮丽河山， 寿柏绘图的《金陵四十景图像诗
不同种族、语言、教养的人群，欣
咏》，以及清初高岑编绘的《金陵
赏趣味比较接近；但面对历史文
四十景图》而言，后者兼及审美
化遗产，
就大不一样了，
趣味相差
眼光、地理知识以及旅游趣味，
十万八千里。
在一系列图文互动中，蕴含着某
姑且把山川等大自然的鬼斧
种地方意识、文人情怀乃至政治
神工称为“野风景”，而把建筑等
意涵。
人类智慧的结晶称为“文风景”，
从晚明的《金陵四十景图像
当然也就有了文野兼备的“双风
诗咏》到晚清的《申江胜景图》，
景”
——仿照
“世界自然与文化双
再到晚清画报中众多关于上海
重遗产”
的命名。实际上，
除了出
建筑的介绍 (如 1909 年至 1910
生入死的探险家，一般人看不到
年《图 画 日 报》中 将 近 150 幅 的
没有任何人工痕迹的“野风景”。 “上海之建筑”) ，传统名胜古迹
而聪明且谦卑的建筑师，也会在
逐渐让位于代表新的生活方式
设计时恰如其分地引入大自然的
的西洋建筑。这一风景从野到
因素，是谓借景。因此，文野之
文的转移，乃近代城市崛起带来
分，
只是大致而言。
的经济实力以及审美眼光的变
对 于 风景 文野的理解与鉴
化。可以这么说，从晚清开始，
赏，画家无疑是最敏感的。在中
伴随着西学东渐以及城市化进
国 山 水 画 中 ，着 意 绘 制 名 山 胜
程，无论文人、画家、官员还是百
水，历来别有幽怀。五代南唐董
姓，都越来越看好高楼的实用价
源的《潇湘图》、北宋宋迪的《潇
值及象征意义。
湘八景图》，与北宋张择端的《清
最近几十年，一些城市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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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必须重视日常创新、全面创新、
全员创新。
打造精实力，应该不断强化工
匠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并不缺少工
匠精神，
但是近几十年由于社会变化
迅速、
产品迭代过快等原因，
工匠精
神一度严重缺失。打造精实力，
必须
重新呼唤工匠精神，
不仅要培养起一
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
而且要提倡和鼓励从事普通工作
的人成长为精益求精的工匠。
打造精实力，应该厉行严格的
质量管理。产品质量粗糙、工作只
是重视表面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缺少基本的标准或严格的管理。
应该制定更加严格的惩处标准，建
立有关部门监督与社会舆论监督的
良性互动机制，加强对监管部门本
身的监管和反腐败工作。
其实，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
制造等许多方面内容，已经明确包
含了强化精实力的要求。到 2050
年，要达到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目标，就必须在经济、文
化、
军事、
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大大
提高精实力，因此打造精实力应该
成为一种重要的综合性战略。
（作者为《学习时报》原总编辑）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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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且其规则
是具体明确的，因此本应是很硬
的法律。但是在当下中国，特别
是在那些人多车多的大城市，执
法不严，违法者多，交通法规实在
是硬不起来。于是，人们就想借
助比交通法规更硬的刑法来解决
一些交通违法的顽疾，例如醉驾
入刑。大概因为醉驾入刑的效果
还不错，最近就有人又提出了“盲
驾入刑”的建议，意图解决开车看
手机的问题。然而，
“ 盲驾”不同
于“醉驾”，认定和执行的难度都
很大。而且，动不动就“入刑”，这
并不是法治的发展趋势。
软法不软，
这说明法规范的实
施不一定非要国家的强制力。硬
法不硬，
这说明法治发展还处于初
级阶段。就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
而言，立法是基础，施法是关键。
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水平，
最
重要的标准不是法律的规定美不
美，
而是法律的实施硬不硬。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风景之文野

温和内敛：90 后的一个代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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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毕竟还是有其相当重要的参
考价值。现在观察90后或95后的年
轻人的状况，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温和
内敛，以及与上一代人相对和谐之
中，
其实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意涵：
一方面，互联网文化的高度成
熟和社交媒体的新发展让人们之
间交流的分化更为明显。而互联
网所展开的新的文化、娱乐和消费
等方式也更注重代际的区分，年轻
群体在自己的群体之中能够获得
更为充分和多样的交流，把和自己
相近的人群整合在一起的方式也
更为多样和丰富。年轻人已经无
需向其他世代去争取文化和表达
空间，而往往能够在互联网及与之
相关联的相关聚合空间中得到很
好交流和展现。
另一方面，现在普泛化的中产
生活形态，也让年轻一代的生活形
态和以往相当不同，他们虽然和任
何一代人一样都会有相当现实的苦
恼和困扰，但其基本的经济环境和
消费能力远远超过过去，他们能够
支配的钱也远超当年的 80 后，他们
消费选择和生活选择的自由度远比
以前高，而 90 后或 95 后的文化消费
等方面的意愿也比其他世代高。生
活条件的整体提升，使得他们有了
经济上的支撑之后，更能够发展出
相当丰富多样的、往往被老一代人

矢，因为乌拉圭球星苏亚雷斯就
曾经三次在国际比赛中“咬人”，
并获得“苏牙”的绰号。这项规则
也属于软法，但是具有保障的“利
齿”——只要运动员在赛场上咬
人，就要被判罚任意球，而且咬人
者要被红牌罚下。当然，这项规
则的实施还有赖于严格的“绿茵
执法”。由此可见，软法不软，严
格执法才是关键。
在一个法治国家中，法律应
该是很硬的。法律规范不同于道
德规范。虽然二者都具有引导和
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但是违反
道德规范的行为一般只受道义谴
责和公理批判，而违反法律规范
的行为则应该受到实实在在的处
罚。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规范
比较硬，道德规范比较软。但是
在当下中国，我们却经常看到“硬
法不硬”
的现象。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
律，因此应该是最硬的法律。任
何人都不能违反宪法的规定，任
何违反宪法规定的行为都应该受
到相应的处罚。但是在现实生活
中，人们经常会感觉宪法很软。
一方面，宪法中的一些规定本身
就很软，因为那些规定只是抽象
的原则或政策性宣示；另一方面，
宪法中的有些规定貌似很硬，但
是缺少具体的保障措施，因此实
际上也显得软。
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是由国家

公众阅读趣味与大众传媒相互激荡，
使得某些特定
“风景”
迅速崛起并野蛮生长——

90 后和 95 后的人群对于社会主流的价值抱有更为积极和认同的态度——

有 许 多
人观察到一
个现象，也值
得引起社会
的关注：和当
年曾一度引
起高度关注
和争议的 80 后不同，90 后或 95 后
的年轻人在和长辈与社会的关系方
面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特点。
当年 80 后的年轻人无论是其
文化方面的代表，还是一般的年轻
人，往往愿意呈现出和父辈一代人
的强烈的差异性和自我意识，在某
些方面有强烈的表达愿望，彰显自
身与上一代人不同特质以及思考与
表达的方式，当然，这其实也是在和
老一代较多的交流互动中显示出的
自身特点。而现在已经是年轻人主
力的 90 后或 95 后的年轻人，往往呈
现出更加温和内敛的状况，并不刻
意彰显自己和上一代人的差异。从
社会上来看，常常觉得他们的声音
并不大，也没有像当年 80 后那样有
刻意张扬的“代表”人物。实际上，
他们对生活的认知和趣味、对自我
的想象和表达都和上几代人有着相
当鲜明的差异性，但却呈现出与上
代人缺少交流的状况。
从代际划分看年轻人，虽然也
必然会有粗疏和并不完全准确的一

我曾经
与许多外行
人 一 样 ，望
文生义地
以为软法
就是软弱
无力之法。
其实，软法是指那些不能用国家
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譬如
政治组织创制的自律规范和社会
共同体创制的自治规范，而硬法
是指那些能够依靠国家强制力保
证实施的法规范，譬如国家颁布
的宪法和刑法。
据说，软法的概念起始于国
际法领域，因为国际组织制定的
规章一般都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
实施。不过，软法并非没有执行
力，因为违反这些规则也会受到
相应的处罚。在这方面，我有一
些个人经验，因为我目前担任国
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委员。
国际足联有《纪律守则》和
《道德守则》，虽然属于软法的范
畴，但是其执行力度并不软。众
所周知，足球比赛中的犯规行为
都会受到处罚，有些还是很严厉
的 ，包 括 红 牌 罚 下 和 停 赛 若 干
场。2018 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赛
前，国际足联还制定了一个颇有
些奇葩的规则：足球运动员在比
赛中不得用牙齿攻击对方球员。
为足球比赛制定“禁止咬人”的规
定似乎有些荒唐，但并非无的放

茶话

不易理解的亚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
的选择。
这种情况有其积极的方面，90
后和 95 后的人群对于社会主流的
价值抱有更为积极和认同的态度，
也在温和内敛中呈现出很多积极的
方面，其内部所产生的很多文化形
态也丰富了社会本身。当然也有其
值得关切的一面，有些情况和文化
形态一般人了解甚少，对其积极消
极方面的判断和认知就更为缺少具
体切实的观察。年轻人现实生活中
的观念和文化选择的状况，需要社
会和相关人给予更多理解、认识和
引导等。年轻人和其他世代的交流
也需要更多的方式和路径。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茶 话

大拆大建，
其面貌真的是
“日新月
异”，既让人振奋，也让人担忧。
虽然也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但
主调是“自铸伟词”，也就是眼下
中国正热火朝天展开的争建第一
高楼或标志性建筑。所谓标志性
建筑，包含财富、技术、趣味与想
象力，
因此，
可作为一个时代的记
忆来阅读。
20 多年前，若从北京入境，
步出首都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
迎面就是大幅广告画，上面有西
安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北京天
坛，当然也有上海东方明珠电视
塔，这很符合那个时代外国人对
于古老且神秘的中国的想象。这
些年明显变了，中国各大机场的
广告，或电视、报纸、新媒体中的
城市形象，正越来越多地出现摩
天大楼的身影。古迹与高楼，前
者代表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后者
象征我们的技术与财富；前者稳
重平静，
后者龙腾虎跃；前者数量
恒定，
后者则与日俱增。
为何某些城市你没去过，但
感觉很熟悉？就因为其标志性建
筑在大众媒体中经常出现。正因
公众的阅读趣味与大众传媒相互
激荡，使得某些特定的“风景”迅
速崛起并野蛮生长。这些代表性
建筑，
因其可视度与观赏性，
更因
其代表财富与技术，
还有就是
“雄
心壮志冲云天”
，而成为当下中国
城市建设的宠儿。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宫廷题材作品的不断升温，确实起到丰富文化娱乐生活的作用，
但——

宫廷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刘霆昭
从《甄
嬛 传》
《芈
月 传》
《步
步 惊 心》的
霸 屏 ，到
《延 禧 攻
略》
《如 懿
传》的热播，宫廷文化传播的不断
升温，确实起到丰富大众文化娱
乐生活的作用，但是对其产生的
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简述如下：
热衷追崇皇族生活方式，使
之成为流行时尚。宫廷文化影响
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的方方
面面。宫廷剧中的对话，如，朕、
陛下、爱妃、臣妾、小主、本宫，现
已成为某些人的口头语，似乎人
人都成了宫中人。
“ 甄嬛体”一度
成为白领写总结和假条的标准文
本。许多人似乎都以能沾上点儿
皇气儿为荣。
精心演绎“宫斗”情节，恶化
当下社交生态。
“ 宫斗”几乎可以
说是这些宫廷剧的核心内容和主
要桥段，也是媒体炒作的重点，而
我们从“宫斗”中看到和学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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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无外乎尔虞我诈，相互
倾轧，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居心
叵测，媚上欺下。这些与我们提
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
入，
南辕北辙，
危害不浅。
不吝美化帝王臣相，淡化今
朝英模光辉。目前在网络和微信
圈中疯传的对封建社会重臣名相
的夸赞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清朝
十大名臣”
“清朝十大宰相”
“康熙
手下十大重臣”等等，不一而足。
甚至有的传播量超过了对新中国
开国元勋、英雄模范及优秀共产
党员的宣传。以封建社会的帝王
将相为偶像，会潜移默化地侵蚀
人们的灵魂。
宣扬奢华享乐之风，冲击克
勤克俭美德。无论这些宫廷剧本
身，还是媒体对宫廷文化的报道
和解读，都不乏对宫中奢靡之风
和锦衣玉食、声色犬马的展示。
比如清宫剧中服装配饰的考究：
朝服、皇后常服、吉服、绒花、一耳
三钳、点翠凤吹牡丹头花、金环镶
东珠耳坠，有图有文，极尽奢华。
这一切，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艰

苦奋斗，克勤克俭的优良传统相
差甚远。
片面追逐商业利益，弱化正
面精神引导。有些以宫廷文化为
主题的综艺节目最近也非常火
爆。但是，笔者注意到此类节目
的重点，
是对商品的推销和对商业
利益的追逐，
看不到多少具有积极
意义的文化。有些专家和读者就
以此类节目突出炒作宫中选秀女
为例，以其围绕“卖卖卖”，推广搞
综艺、
开咖啡店、
卖彩妆等为据，
对
其指导思想和文化倾向提出质疑，
认为此类节目的商业炒作是成功
的，
文化建设却不尽如人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对
宫廷文化的弊端应有清醒的认识，
相关影视文艺作品和媒体宣传亦
应把握好量与度，
特别要注重正确
的舆论导向，
以与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
向而行，
趋利避害，
适当降温。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研究
员、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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