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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

今年的五一节，很多人被“魏则
西”这个名字刷屏了。 魏则西是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滑膜肉瘤患者，
今年4月12日去世。 生前他发帖称，
自己在求医过程中， 通过百度搜索
看到排名前列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
医院，受该院李姓主任所说的“生物
免疫疗法”、“斯坦福技术” 所惑，在
花费二十多万元后， 病情不仅没有
好转，还被贻误救治。

尽管黄泉路上无老少，可看到魏则
西父母悲戚的面容， 还是忍不住难过，
尤其看到魏则西遗照上青春、阳光而又
温雅的表情，更是黯然。 魏则西患的是
不治之症，但是，如果不是碰到无良医

院，他不会那么快离世，也不至于人财
两空。 诚如报道所称，魏则西之死事件
被媒体报道后， 莆田系医院虚假宣传、
百度搜索竞价排名逐利、某些部队医院
对外承包混乱等广遭诟病的问题再次
引起广泛关注。

目前，百度已几度回应，武警北
京总队二院生物诊疗中心也已停
诊。 在权威部门给出权威结论之前，
公众还难以准确断定哪一方应该对
这一事件的发生负有怎样的责任 。
但是 ，有一点可以肯定 ：法治社会 ，
没有任何领域、 任何单位和任何个
人，享有不受监督、监管的特权。

先说百度，在国内搜索市场上，
它是行业龙头， 这也正是莆田系医
院相中它的主要原因。 有数据显示，

“百度2013年的广告总量是260亿
元， 莆田的民营医院在百度上就做
了120亿元的广告。 ”越是强大的推
广平台， 越是能给客户带来丰厚的
利益， 越不能放纵自己作为一家互
联网企业的底线审查与过滤责任。

再说莆田系医院。 据国家卫计委
网站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10月底，
我国民营医院共10877家，莆田系民营
医院则多达8000多家，占比八成左右。
具体到武警二院，有业内人士透露，为
魏则西治病的科室就有莆田系背景。
对任何企业而言， 生命决不能成为生
意，计算也决不能变成算计。 莆田系医
院的“掘进”，若当中真有绑架患者及
家属求生的希望去谋财害命的情节，
必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魏则西走了， 这已是无法改变
的结局，但百度与莆田系医院的“利
益联姻 ”，却暴露出诸多问题 ：医疗
广告乱象、搜索排名规范问题，医疗
信息透明、医院承包监管问题等等。
针对存在的问题拿出切实的整改行
动，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度上演。

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
有意义的财富， 只有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
力的企业。 习总书记在前不久召开
的网信工作座谈会上提出， 办网站
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 开网店的
要防范假冒伪劣， 做社交平台的不
能成为谣言扩散器， 做搜索的不能
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 。
不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呵。

� � � � 离退休干部工作经验和实
践充分证明，不创新，发展没有
前景；不协调，发展不会平衡；不
绿色，发展不可持续；不开放，发
展就没有出路；不共享，发展就
没有意义。 中办、国办日前下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
休干部工作的意见》， 通篇体现
着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要求。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不断探索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工
作方式方法 ，组织老干部 、老模范 、老
教师、老战士、老专家开展形势政策教
育、党的历史教育 、思想道德教育 、公
民意识教育， 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多次
肯定， 中央创先争优领导小组办公室
和中组部两次在我省召开现场会 ，推
广湖南的做法。

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 老干部工
作的建立和发展， 本身就是党的干部
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从最初的以离
休干部为主体， 落实政治待遇和生活
待遇为重点， 到转向以加强退休干部
服务管理为重点， 并注意发挥好他们
的作用， 再到以加强离退休干部思想
教育引导为重点， 积极为党的事业增
添正能量， 无不体现了老干部事业的
与时俱进。 要实现离退休干部转型发
展，就必须实现工作理念、内容、方法、
手段、 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全面创
新。

协调发展是重要手段。 只有把离
退休干部两项建设、 两项待遇与为党
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结合起来 、协
调起来推动， 才能相得益彰、 取得实
效；只有更好地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
离退休干部工作才能有为有位； 只有
主动衔接老龄化社会服务保障体系 ，
积极争取各部门各单位的关心支持 ，
善于对接社会涉老团体和爱心企业 、
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 才能更好地满
足离退休干部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真
正确保老有所养、所医、所教、所学、所
为、所乐。

绿色发展是重要主题。 要突出“展

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
变化”为主要内容的正能量活动，组织
引导离退休干部以积极的心态、 历史
的眼光、辩证的思维，正确看待国家的
发展变化， 客观分析党风政风和社会
风气，正确理解周围的人和事，做心态
阳光的模范长辈； 通过传承党的优良
作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传承
优良家风、关心教育青少年、开展法治
宣传、化解矛盾纠纷、参与社区建设等
方式传播正能量。 同时，营造老干部工
作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开放发展是重要途径。 要充分运
用政府公共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社会
优待服务、 志愿服务和市场化服务等
多种手段， 更好满足离退休干部养老
服务需求 ， 要以更加开放的理念 、思
想、手段 、环境 ，为离退休干部工作设
置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为整合社会
资源、 利用社会力量做好离退休干部
工作作出政策性、制度性安排。

共享发展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逐步提高离退
休干部的生活待遇， 不断增强他们的
幸福感、获得感，使他们在发挥作用中
享受快乐、增添情趣，在享受快乐中发
挥作用，有所作为，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作出新的贡献。 尤其是要建
立健全对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机
制， 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
每位离退休干部。

毛建国

今年“五一”节期间，是凤凰古
城暂停围城设卡验票方式后的首
个小长假。笔者在湖南凤凰县采访
发现， 城外各大酒店均已满客，在
暂停“围城收费”后游客人数和旅
游收入都大幅增加。据统计，3天共
接待游客22.88万人次， 实现旅游
收 入 1.63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7.51%和14.79%。 凤凰古城在舍
弃门票的“小利”后，换来了旅游经
济发展的“大利”。

前段时间听闻凤凰宣布暂停
“围城收费”， 心里有点高兴还有
点担心。 高兴的是看到凤凰终于
向希望的方向转变了， 担心的是
市场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万一这
个五一小长假数据不理想， 凤凰
能不能顶住压力， 会不会再次走
回头路。 如今看来， 这样的担心
纯属多余。

回想三年前， 凤凰开始 “围
城收费 ”， 当时遭到了一片批评
声， 其中一个倾向性意见就是会
受到市场报复。 凤凰官方公布的
数据显示， 这三年间， 无论是旅
游收入， 还是接待游客数量， 并
没有减少， 反而有所增长。 出现
这样的增长， 不足为奇。 在旅游

大发展的背景下， 来自市场的报
复并不一定出现旅游收入和游客
数量双下降的极致情形， 而是增
长不尽如人意， 没能实现让包括
景区、 游客、 商户和当地群众共
同受益的 “共赢” 增长。

处于全域旅游的全新时代，对
凤凰这样的景区来说，景点的问题
不大，更重要的是贴近和优化服务
问题。 可以说，只要凤凰选准了道
路，顺应了旅客的需求，增长是再
自然不过的事。 而今天，市场也用
自己的表现回应了凤凰的选择。这
不仅是对凤凰的激励，也给其他景
区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在旅游蓬勃发展的今天 ， 对
很多景区来说， 最大的问题 ， 不
是 “为困难所畏”， 而是 “为成绩
所累”。 具体地讲， 因为尝到了门
票收入的甜头， 一些景区舍不得
走转型发展的道路， 从而在门票
依赖上越走越远。

旅游市场很复杂，由于各个景
区面对的实际不同，我们不是要求
所有景区都像西湖一样采取免费
模式，而是希望景区看清门票依赖
带来的束缚，真正顺应市场变化和
游客需求，实现转型发展。 凤凰舍
弃门票“小利”换取旅游“大利”，就
体现了这一点。

� � � � 花费2980元到29800元 ， 参加
“2016杰出劳动者全国劳动英模五
一座谈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 领取
奖牌、奖杯、勋章。 4月30日，来自全
国各地的“精英”被邀请至北京邮电
宾馆交报名费；5月1日， 被送往钓鱼
台国宾馆参加颁奖仪式。 但随后“主
办方”却辟谣无此活动。

五一劳动节、钓鱼台国宾馆、劳动
英模……乍一看， 这个报告会既重要
又有意义。 通过“劳动英模”表彰引人
参与；借助国宾馆抬高会议规格；利用

“中字头”协会提升颁奖含金量……如
此“高大上”的报告会，也难怪有人愿
意出高价报名参加。

然而， 是狐狸终究会露出尾巴。
用“英模”混淆劳模，用山寨报告会造
假、敛财，这哪是对劳动者的尊敬、表
彰，分明是对劳动者的污化。 而有的
人借这种虚假的荣誉“贴金”，下一步
怕是要借此蒙人骗钱吧。对这种造假
都造到国宾馆的山寨现象，绝不能任
之纵之，必须从严查处。

文/李冰洁 图/朱慧卿

新声

用新理念推动
离退休干部工作转型发展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委老干部局局长 崔永平

� � � �崔永平 通讯员 摄

谁酿成了“魏则西悲剧”

凤凰旅游火爆说明什么 莫借山寨劳模蒙人骗钱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