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烈日下的烏坎，一片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
投資100多萬元的圖書館項目已經封頂，避風港、教
師宿舍樓、村道鋪設等也正啟動建設。由廣東省委牽
頭援建的這十幾項基建項目，涉及自來水供應設施改
建、村居綠化、排污管道修繕、學校球場及塑料跑道
、航道清理等，總耗資約6000萬元，瞄準的都是困擾
村民多年的生活難題。 「這次援建項目規模之大、啟
動速度之快，都遠遠超越了我們的預期。」烏坎村委
會副主任楊色茂說。

而在烏坎村村委會辦公地點，一樓的村務監督委
員會、副主任辦公室和安保隊的辦公室裡，均有村民
圍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你一言我一語地商討村裡的
大小事情。

曾幾何時，村委會大樓是一個威嚴而專權的標識
，村民蔡武回憶，往昔村委會大門雖然敞開，卻鮮有
村民敢進去， 「他們（村委委員）開會也從來不讓我
們聽。」而今，多年壓抑的參政熱情噴薄而出，村委
會門廳也成為了議事場所，門口常有村民代表和村民
們現場溝通，有人稱之為 「公民論壇」。而村口公告
欄上，烏坎村民生項目建設情況及土地管理情況一目
瞭然，每個村民都可以參與對村委會的監督。村民洪
瑞卿說，烏坎村正處於近年來最好的時期，新的村委
會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為村民辦了過去幾十年沒辦
到的事情。

民生與民主，均在這個囿於一方的小漁村中，蓬
勃生長。而這一切，距離當初村民們 「揭竿而起」的
「烏坎事件」爆發，僅僅一年時間。

曾經處於臨界點的烏坎事件化危為機，為中國社
會矛盾的良性化解與新體制的和平建設釋放出善意，
這預示着維穩模式開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係政府走
出維穩體制困局的嘗試，具有標誌性意義。

或許，烏坎事件正在徐徐落幕，但那只是一個
故事的結束。它所折射的中國現實矛盾與解決路徑凸
顯在時代的舞台上，公眾甚至期待，烏坎事件會是又
一次大變革前夕的序曲。

經過新中國 60 多年的建設，特別是 30 多年的改
革開放，中國人從吃不飽肚子發展到總體小康，從一
窮二白、受人欺凌的國家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成績世界矚目。然而，隨着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矛
盾也隨之出現。

社會管理與時俱進
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認為，在經濟體制

改革、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推動下，中國經濟結構已
經達到了工業化社會中期階段水平，但社會結構明顯
滯後於經濟結構，呈現「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狀況。

自上世紀 90 年代起，隨着國企改革的推進，中
國城鄉結構、就業結構、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重大
變化，越來越多的 「單位人」變成了 「社會人」。中
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介紹，在城市就業總人
口中， 「單位人」已由過去佔95%以上下降到現在的
25%左右，原有的單位管理網絡弱化，而新的社會管
理網絡還不夠健全。另一方面，中國各地區之間、城
鄉之間發展差距及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呈不斷
拉大的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土地徵用、城鎮房屋拆遷等
領域的社會矛盾易發高發；因勞資關係、醫患糾紛、
環境污染、城市公共服務管理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
明顯增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隨着人們

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

不斷增強，預防和處置矛盾的難度明顯加大。」中央
黨校教授葉篤初則認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把社
會建設擺到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加強和創
新社會管理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十分及時、十
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事實上，中央高層對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性早有
認識。中共十六大以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日益成
為執政之要。2004年6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正
式提出 「社會管理創新」的概念，十七大提出要 「健
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
管理格局」， 「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更提出要 「加強
社會管理能力建設」 「創新社會管理機制」。

近年來，社會管理創新的內涵更加豐富，其包含
內容和範圍進一步擴大。從傳統的 「整治命令」思維
，到 「寓管理於服務之中」；從政府 「包打天下」，

到注重運用社會力量，形成社會合力；從硬性
行政手段，到重視運用經濟、行政、道德、科
技等手段綜合管理，10 年來，圍繞着 「創新
」，中國的社會管理不斷與時俱進。能否加
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
關人民根本利益，早已成廟堂與江湖間的
堅定共識。

「我的心情既高興，又難過。」唐慧
走出湖南株洲市白馬垅勞教所，聲音細

得跟蚊子飛過一樣，雙手緊緊握在一

起。
2006 年悲情母親唐慧曾因 11 歲女兒樂樂被迫賣

淫100餘次而憤然上訪，一個幸福的家庭從此陷入飄
搖。在唐慧的不懈堅持下此案驚動高層，冤情才得以
昭雪。然而僅過了兩個月唐慧就被打擊報復並送去勞
教，事情一經曝出國人震怒，在媒體的強大壓力下，
唐慧得以釋放。

這一次，民意得到了回應。唐慧纖弱的嗓音背後
，是民眾洪亮的發聲。

9年前，孫志剛卻沒有這份幸運。在廣州街頭，
他被當作 「三無人員」收容，卻再也沒有機會走出來
。他以生命的代價，引發社會的討論，最終促成實施
21年的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

公眾知情權受重視
可以說，孫志剛之死是公民權利史上的一個里程

碑。他墓誌銘上的話發人深省：逝者已逝，然天下居
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此為鑒，牢記生命之重，人
權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

所幸，公權力對於公民權利的敬畏，成為行政
「糾錯」的契機。在孫志剛走後，外來人員的基本權

利日益得到重視。如今同樣是在廣州，一系列 「外來
工新政」正在漸次推開， 「孫志剛們」已經不必懷揣
太多關於 「身份」的恐懼。他們當中，有人當選了人
大代表積極參政議政，有人考取公務員獲得上升通道
，還有人得到政府 「圓夢計劃」資助，贏得升學深造
的機會。2010年，廣東省政府在全省範圍內推廣積分
入戶制，至今共有30.7萬名異地務工人員入戶城鎮，
為這一群體打開融入城市的一扇門。

與此同時，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中，公眾知情權
、參與權和決定權愈發受到重視。2008年頒布實施政

府信息公開條例，各級人大 「開門立法」，
政府部門召開公共事務聽證會
成為常態， 「三公經費」逐步
公開，民眾實現了內容廣泛的
當家作主。人們看到了政府與社
會不斷磨合，看到了公權力對公
民自由和公民社會的日益尊重。

回首十年，儘管每一滴進步
都可能償付出一些代價，但不可否
認，政府社會管理的智慧一直在扎
實積累。 「捍衛基層」，注定不是
高蹈的姿態或喧囂的口號，而是卓
有成效的治理舉措。

一切彷彿庖丁解牛，順勢而為，
而又破舊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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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進化史，亦是一部民意的成長史。和諧社
會的塑造，不僅要靠政府的開明與自覺，更需要公民精神
的孕育和萌芽，它們是民主政治的一體兩面。近十年，中
國民眾更加勇於和敢於發出自己的聲音和評判，政府和民
眾在良性互動中共同成長─政府學習對話，避免簡單處
置的傾向；公眾學習維權，生成理性的社會力量。

2011年5月，女大學生區佳陽向廣州市建委申請公開
廣州 「1.5億光亮工程可行性報告」，同時發出 「徵集1000
大拇指撐廣州建委」的倡議，獲得可愛外號 「拇指妹」。
奔波兩月無果後，區佳陽向廣州市發改委送去了 「皮球」
，給廣州市建委送去了 「大鴨梨」。最終，廣州市建委負
責人親自約見她，並向她公開了可行性報告。

這樣的事情並非個案，區佳陽所在的廣州，公民行動
此起彼伏。實名舉報出租車行業 「茶水費」秘密的 「老王
」因為不滿廣州市交委的調查結果而向其送了兩袋皮球，
廣州高中生陳逸華在公共場所舉牌反對花巨資統一改造地
鐵車站，被稱為 「舉牌哥」，由此引發了全城對於地鐵翻
修的大討論。與以往動輒上訪、跳橋
、堵路等方式相比，當下 「公民行為
藝術」更加溫和，帶有現代都市的幽
默，同時關注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

與此同時，民間公益活動蓬勃發展，由內地數百位記
者共同發起的免費午餐項目，在踐行慈善的同時，還促進
了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在它開展半年後，國務院決定
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中央每年撥款
160多億元提供營養膳食補助，政策約惠及680個縣（市）
的2600萬名在校學生。

可以看見，權利意識、平等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越來越
深入公民心中，這些 「官民共治」理想的先行者，對傳統
施政模式產生了巨大衝擊。他們不做滿腹牢騷的批評者，
而是付諸實踐的建設者，釋放善意，凝聚共識，實現夢想
，齊心協力去彌合社會裂痕。

有人說，近十年民意進入了青春期。它就像一個年輕
人，不夠成熟但是活力四射，有些莽撞但是勇氣可嘉，以
恣意汪洋之勢奔湧而出，越來越深地介入到國家政治生活
中。

因為大家清楚，你不沉默，這個國家才真正發聲；
你有智慧，這個國家才更有底氣。

這個時代充滿機遇，13億人口的發展
中大國，正經歷規模空前的改革和發展；
這個時代同樣充滿考驗，大量的社會矛盾
和社會問題日益凸顯。機遇期與轉型期重
合，這片土地上，幸福與煩惱交織浮現。

近些年，一個嶄新話題閃亮出現在中
國的政治生活中：社會管理創新。從中央
到地方，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從頂層到草
根，都在實踐中摸索着社會管理的創新之
策。面對這道現實難題，中國的聲音讓人
關注，中國的智慧令人期待。

本報記者 鄭曼玲

「朋友們，大家好！」這是中國最高領導
人面對網民發出的第一聲問候。2008年6月20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胡錦濤來到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網民在線交流
。胡錦濤說，強調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因此
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都需要廣泛聽取群眾
意見，通過互聯網了解民情、匯聚民智，也是
一個重要渠道。

胡總書記親自 「觸網」，對於推進中國網
絡問政的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輿論普遍認為
這是網民地位及其話語權獲官方認可的開始。
重視網絡表達、傾聽網民心聲，正是中共十七
大報告提出的 「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
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進一步落實。

而從 2009 年至 201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連續三年在全國兩會
前夕與網友 「勾指相約」，回應的話題幾乎涵
蓋了經濟社會生活的所有熱點。溫總理表示，
一個為民的政府應該是聯繫群眾的政府，與群
眾聯繫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是利用現代網
絡與群眾進行交流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只有 20 年歷史的互聯網，給傳統中國人
帶來的，除了生活方式的變革，更有執政理念
的更新。在中央高層以實際行動支持網絡問政
發展的前後，一些地方 「一把手」也以不同方
式與網民交流互動，主動了解網民所感、所思
和所需，並將聽取到的意見建議指導現實工作
，取得良好的社會回響。

2009年4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主動與12
名網絡 「意見領袖」對話，此後 「南方民間智
庫」應運而生，政府和網民間有了更有效的交
流平台，網絡問政提升到更深層次。從 2008
年至今，汪洋已經五年五會網友。無論是鼓勵
「放肆」發言，還是 「允許群眾罵娘」，汪洋

對待網絡意見的開放態度得到媒體廣泛認可。
對政府而言，網絡問政加快了決策科學化

、民主化的進程；對公眾來說，網絡問政提升
了政治參與熱情與能力。公眾以最便捷的方式
參政議政，政府得以反思政策得失，及時化解
社會矛盾，並在與公眾的互動中逐步轉變職能
，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可以說，網絡問政促
進了中國民主政治不斷前行。

政府公眾良性互動總書記也成了網友

▲ 2008年 6月 20日，胡錦濤
與網友 「零距離接觸」

◀孫志剛以
生命促成收
容遣送辦法
被廢除

▼烏坎事件預示着社會管
理模式開始由傳統向現代
轉型，具有標誌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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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訪被打擊報復送去
勞教的 「悲情母親」 唐慧
（右）受到媒體關注

▶2011年6月10日，廣州增城大墩村
因村治安隊員與擺攤的四川籍孕婦發
生爭執，引發民眾與治安隊糾紛。事
件發生後，大墩村加強社會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