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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振华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
闻发言人王永24日表示，将于5月中下
旬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 帮助红会恢
复名誉。 红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
查。

芦山地震发生后， 红会系统不仅
紧急组织多支专业救援队奔赴现场 ，
同时调集了大量帐篷、 棉被等物质运
往灾区，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救灾力量。
却还是遭遇了公众的 “口诛笔伐”，甚
至一天之内不得不4次作出回应。 这也
许是决定启动重新调查程序的一个重

要原因。
郭美美事件之所以能给红会重重

一击， 在于其过于刺激眼球———号召
一个吃碗面要不要加鸡蛋都犹豫半天
的人，给吃山珍海味的人捐款，你好意
思？ 号召一个舍不得买瓶矿泉水的人，
给喝茅台拉菲的人捐款，你不害羞？ 号
召一个汗流浃背挤公交的人， 给开玛
莎拉蒂的人捐款，你不惭愧？

郭美美事件该不该重启调查 ，答
案是肯定的。 当初关于郭美美事件的
调查，就是项“烂尾工程”，不仅使红会
面临信任危机， 也导致了整个慈善事
业的信任危机。 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

的时机是不是晚了，答案也是肯定的。
现在才重启， 很容易被视为危机公关
行为，也带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当初还
没查清就草草收兵？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
曾说 ：“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
会， 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
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 ”显然，没查
清就草草收兵， 已经说明红会本身可
能存在着比郭美美事件更严重的问
题———不只是郭美美的问题， 更是可
能“制造”郭美美的问题。

“我们捐钱捐物做慈善， 不能变
成了别人的玛莎拉蒂。” 人们失望和

愤怒的， 其实不是一个郭美美， 而是
担心郭美美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 所
以， 在调查结果没出来之前， 请别先
急着说 “帮助红会恢复名誉 ”。 预设
一个 “名誉 ” 前提 ， 调查就难以公
正， 只会越抹越黑。 红会现在要努力
的， 不是 “恢复名誉 ”， 而是还原真
相， 重塑公信力。

翻郭美美事件的旧账， 新意应在
于机制的整治。 红会要重获公众信任，
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不能用真
诚和透明的机制去管理慈善事业 ，那
么不仅旧账会被翻出， 细微过失也容
易被公众情绪放大。

李立晖

干部下基层， 做什么好？ 同
吃 、同住 、同劳动固然重要 ，但最
关键的是要帮助老百姓解难题。

马溪冲村是新晃侗乡最缺水
的一个地方。 县直机关干部下基
层得知后，用“一事一议”的办法，
政府出一点，群众捐一点，修建自
来水工程，解决了500多人的饮水
难。 深受缺水之苦的当地百姓感
叹：喝上水，比什么都好啊！

急百姓之所急， 解百姓之所
难。 这是干部下基层的起码要求。
可是，在当前转作风、下基层活动
中，有的干部迫于形势，只是下去
做做样子，浮在下面的上面，并不
是去帮群众解难。 于是点个卯、吃
个饭，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车轮
子一转就走了。 这种为了应付上
级、流于形式的下基层，老百姓是
不欢迎的， 不仅没有起到转作风
的效果，而且增加了基层负担，影
响了党群干部关系。

老百姓最讲究实际。 谁帮他们
解了难、办了事，他们心里最清楚。
今年初，省直机关新一轮扶贫工作
启动，湘西山区溆浦县分了一个指
标，许多村竞相抢扶贫工作队。这是
因为扶贫工作队是为群众解难题、
办实事的，近些年在我省已形成品
牌，所以非常受群众欢迎。 因此，干
部下基层就应像扶贫工作队那样，
真正沉下去解群众之难。 解一个难
题、办一件实事，胜过万言千语。

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群众最
为迫切， 但往往又不是自己力所
能及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干部绝
不能回避， 要主动去帮助群众解
难题。 当然， 容易解决就不叫难
题。 它需要时间和精力，还要去跑
资金去求人， 甚至还得将干部自
己置于矛盾之中。 我们常说，要带
着感情、带着责任下基层。

解难题， 就是检验我们的干
部对群众有不有感情， 有不有责
任担当。
（作者单位：怀化市红岩水电站）

沈德良

4月21日，山东金乡县鸡黍镇
25岁女镇长韩寒辞去职务。 同日，
其父济宁市组织部副部长韩东亚
也辞去现职。 此前，韩寒快速升迁
被指得益于其父韩东亚。 据济宁
市宣传部有关负责人称 ，4月 10
日，在鸡黍镇人民代表大会上，韩
寒“以高票当选为该镇镇长”。 （4
月23日《新京报》）

尽管论资排辈的“升迁规则”
日趋式微，但25岁便能升至镇长，
还是不免让人质疑丛生； 尤其是
“高票当选”，更让人横生好奇。 金
乡县美女镇长的“升迁图”遭网络
“暴晒”后，立即引发舆论关注。

按理说，一个正当选拔且“高
票当选” 的官员， 理应经得起质
疑。 如今，在镇长位置上只呆了10
天的女镇长连同其父 “闪辞”，愈
发让公众有了联想的空间———这
场权力的 “闪秀 ”，是否掩饰着幕
后操作的猫腻？

面对质疑与非议， 最好的办
法莫过于让真相说话。 相关当事
人悄无声息辞职， 明显不是应对

问题之策。 既然质疑挥之不去，相
关公权力机构就有义务及时回
应， 就有必要沿着蛛丝马迹继续
彻查，还公众以真相。 倘若对真相
的追问和追查轻率止于当事人的
辞职， 势必会助长官员的侥幸心
理， 会让更多的人丧失对法律的
敬畏。

公平正义， 是法治社会的基
本原则， 也是每个人安放梦想的
基座。 质疑既已出现，真相就不能
缺席，就必须现身。 辞职只是违法
乱纪行为必须付出的代价， 却不
能作为免责的“挡箭牌”。

“举贤不避亲 ”不是掩盖 “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托词。 干部
队伍年轻化的前提， 是年轻干部
必须够得上 “德才兼备 ”的标准 ，
必须在实力政绩方面有优异之
处， 在提拔公选程序的每个环节
都能自觉接受监督，经得起考验。

父女同日辞职， 远不是金乡
县女镇长事件真相的全部。 如果
真的在选拔干部上存在着徇私舞
弊、任人唯亲的猫腻，即便父女上
演同时辞职的桥段， 也不应任其
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

■一句话评论

4月23日下午，一辆救灾
物资车停在宝兴县一处废弃
的汽车修理厂门前， 安置在
此的李春蓉跳了跳， 看到装
满了矿泉水，她跟姐妹们说：

“不是发给咱们的， 咱们不
拿。 ”当晚，发给他们的物资
也到了。

———秩序之美， 也是抗
灾精神。

4月23日，《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修正案草案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第9
条规定， 非现场购物将被赋
予“后悔权”，冲动网购后不
满意可在7天内退货，但根据
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除外。

———何为 “不宜 ”，最好
明确。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23日审议的旅游
法草案， 将焦点对准景区门
票， 强调景区门票价格不能
说涨就涨，应严格规范程序。

———不能说涨就涨 ，也
不能“一听就涨”。

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
张峰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 政府不干预微信收费问
题， 经营者需根据市场情况
来决定其是否收费。

———“不干预”， 体现对
市场的尊重。

点评：易凌翔

患尿毒症的薛某，1999年赴北京进行
了换肾手术。 术后，他从医保病人手中低
价购买药物用于治疗。 渐渐地，他和妻子
开辟出一条生财之道，从医保病人手中大
量收购药物然后加价出售。 近日，薛某和
妻子王某因犯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7年、 罚金24万元和有期徒刑6年
半、罚金20万元，法院还判令查封二人两
套在北京朝阳区购买的房产，用于执行追
缴违法所得及罚金。

薛某夫妻二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
倒卖药物，自是罪有应得。可是，有需求才
有市场，有利润才有买卖。 薛某的生意做
得很火，火到他在北京购买了两套并租了
一套房屋存储药品，还购买了两辆车的程
度。 一边是普罗大众直呼 “看病难看病
贵”，一边是医保病人抛售药物，背后的问
题和乱象， 值得有关部门警觉并加以查
处。 文/图 陶小莫

李英锋

4月23日9时许，著名歌手韩红发布
了一条微博 ，称 “为什么一到国家有灾
难时，就有很多人创作歌曲 ，找歌手来
唱？ ”并质疑“唱歌比救援、比抢救生命
还重要吗？ ”

对心直口快的韩红， 很多人支持，
但也不乏反对者。 其实，心若在，歌手以
及其他明星们唱或不唱都可以赈灾。

明星抗震救灾，有很多种方式。 到
抗震救灾第一线，身体力行，抢救伤者，
抢救生命，发放捐款物资，慰问灾民，参

与重建，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 ；也可以
在“后方”，捐款捐物献血、声援灾区；还
可以利用自身影响力，通过一定途径号
召人们关注支援灾区，募集款物。 显然，
唱赈灾歌曲属于第三种方式。

笔者以为，只要明星们的心里装着
灾区，真心实意地牵挂灾区、支持灾区，
那么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参与抗震救灾
都可以，也是一种自由。 带头捐款但不
唱赈灾歌曲是韩红的自由，林丹带妻子
到灾区捐款是他们俩的选择，不少演艺
界人士义演筹款同样是对牵挂灾区的
表达。

平心而论，从目前的情况看，明星
在“后方”通过各种方式支援灾区可能
比直接到灾区救灾要更加理性。 在抗

震救灾的第一线已经有了很多包括解
放军、警察、专业救援人员、志愿者在内
的救援人员，灾区的交通、食宿、通讯等
资源本已有限 ，明星们再过去 ，不一定
能发挥多大作用，却会使灾区的各种资
源更加紧张。 如果明星引发围观，妨碍
了救援，那就是明显的添乱了。

所以，人们对于在“后方”唱歌义演的
歌手、 明星们应该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如
果他们发自肺腑地为灾区而唱， 那么，他
们的歌声就是响亮的、感人的、有价值的，
就应该给他们与深入一线救灾的人员同
样的尊重。

不是“恢复名誉”，而是重塑公信力

心若在，唱或不唱都可赈灾

下基层关键要解难题

真相不能“辞职”

收“医保药”加价卖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