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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闻恋

捧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 巨大的人格魅力时时感染着
我，崇高的领袖风范强烈地吸引着
我。 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句句闪
光的语言， 再一次向我们昭示：通
向群众的路是走出来的。

“我就是个普通农民”“我们老
陕”， 这是习近平同志插队时常说
的两句话。 他既以普通劳动者的
身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又以农民
带头人的姿态以身作则，与乡亲们
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建成
梁家河第一个沼气池，打出梁家河
第一口水井， 建成第一个淤地坝。

他懂农民、爱百姓，把自己的思想
感情融入这片黄土地，融入中国最
基层的人民群众之中。

“再糙的米饭，近平也吃得香；
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他的心
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这是
梁家河人民对习近平的评价。 七
年的知青岁月，让习近平感受了最
真实的农村体验，经历了最实在的
基层工作。 这让他无论干什么事
都能顺民心、合民意。 七年的知青
岁月，为习近平总书记确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通向群众的路最长，因为服务
人民是没有止境的；通向群众的路

又是最实的， 只要捧出一颗心来，
人民群众就会以心相报， 心心相
印，同心同德。 我们党是在同人民
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壮大的 。
党离不开人民， 人民也离不开党。
通向人心之路没有捷径，群众路线
是走出来的， 而不是秀出来的；是
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焦裕禄在470天时间里， 走遍
1080平方公里的兰考大地，防沙治
沙，从而赢得“县委书记的榜样”之
美誉。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廖俊
波，“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 用脚
量民情，用情纾民难，他爱老百姓，
老百姓也爱他，“说他不是官，他是
我老大哥，是和我们农民坐一条板

凳的人。”好军医李素芝用“走遍千
山万水，迈进千家万户，说尽千言
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
苦”的赤诚，树立了践行群众路线
的模范。

做人必须像人， 做官不可像
官。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群众是从
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
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
为了不得， 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
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

树有根、水有源，根有多深，树
就有多高；水有多深，流就有多远。
路一旦走偏，随时会有危险，有时
甚至是致命的危险； 而走群众之
路，则永远不会迷路。

奚旭初

22日晚至23日凌晨， 重庆、 南昌、
南宁、 西安、 长沙5地出台新的楼市调
控政策， 其中重庆、 南昌、 南宁、 长沙
4城限售， 西安要求商品房调整价格前
要向物价局申报。 （9月23日中国新闻
网）

“限购” 已成楼市调控常态， 而自
今年以来，“限售”又异军突起，几乎成为
调控新标配。 此前已有近40座城市实施
限售， 最长限售期长达10年。 而这次重
庆 、 南昌 、 南宁 、 长沙一夜之间 “组
团 ” 加入其中 ， 说明楼市调控不会放
松 ， 限购限售双管齐下 ， 指向正是囤
房、 炒房。

限售降低房地产的投机性， 封压短
期获利的空间。 限售不仅警示炒房者，
也警示开发商： 调控不会 “松绑”。 面
对调控趋严的楼市 “限字令”， 有些开
发商依然在 “赌” 政策松绑。 他们断定
这一轮楼市调控不会坚持太久， 早晚会
放开相关限制， 现在 “捂盘” 等于以后

“捡钱”。 之所以心存幻想， 是因为没有
认清形势。

201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 “坚持住房居
住属性”。 “房住不炒”“居住属性”，无疑
是 “将调控进行到底 ” 的政策逻辑依
据。 这些年房价变成天价， 一个主要因
素是房子功能被异化了， 由住房变成了
“囤房”“炒房”， 没有住房需求的人买了
不住， 只用来炒。 不缺房， 房空置， 仍
抢房， 于是房子再多也不够卖， 房价涨
个不停。

房子是住所， 不是 “摇钱树”。 在
现实国情下， 要让房子回归它的本质功
能， 当房子不再姓 “囤” 姓 “炒” 而重
新姓 “房 ”， 则房地产市场正本清源 ，
健康发展， 房价也会回归理性。 另一方
面， 从提出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 到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等多项制度性改革，
国家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了诸多利好，
释放了改革红利， 也为房地产业提供了
健康发展的新空间。

罗志华

“点点医”“滴滴护士”“上门康复” ……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 市面上做上门医
疗服务已有20多款手机APP。 对患者来
说， 不用去医院排队， 医护人员能上门
服务， 省时省力。 但记者发现， 上门医
疗APP也存在监管法律法规缺失等问
题， 且和医院就医相比， 还存在诸多安
全隐患 ， 比如在国内未获批准的 9价
HPV疫苗， 也可通过相关 “上门医疗”
APP一次搞定 。 （9月 23日 《工人日
报》）

“上门医疗” 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
女地， 且与其它互联网医疗产品相比，
它直抵家庭 ， 具有广接地气的巨大魅
力 ， 且与医改注重基层这个大方向相
符， 其发展前景无疑很值得期待。

然而，“上门医疗”稍有不慎，也有可
能会一脚直接越过法规的红线。 今年3
月， 上海媒体曝光某APP网约护士存在
“不看药、 乱配药， 不要医嘱、 只听患
嘱， 输液抽血啥都做……” 等问题， 引
起上海市相关部门的关注， 相关操作后
来被定性为违规执业。 此次记者调查，

也同样发现了 “上门医疗” 存在的几个
问题。 首先， 9价HPV疫苗在内地尚未
取得合法身份， 可以定性为假药， 在内
地注射这种疫苗当然违法； 此外， 疫苗
的运输需要满足较高的条件， 通过快递
的方式寄送疫苗 ， 存在巨大的安全隐
患， 更涉嫌违法违规经营。

互联网企业抢速度、 争效率可以理
解， 但底线不能突破， 一切行为都应该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否则， 不仅自身
无法得到发展， 法规的威严也会因此受
损。当前，“上门医疗”需放慢脚步与法规
“同行”， 只做法规允许做的事， 当法规
还没有明确规定时， 就应该保持足够的
耐心， 等待法规的出台和完善。 毕竟，
事关公众生命健康安全， 容不得含糊，
不能用生命去 “试错”。

另一方面 ， 法规也不应当过于滞
后，掣肘创新发展。“上门医疗”这一新兴
业态对缓解看病难大有好处， 存在巨大
的市场需求， 其发展趋势也不可扭转，
应该对此展开针对性的调研， 为之量身
定做相关法律和管理规定， 将之导入正
常的发展轨道， 造福于有需求的家庭和
个人。

毛建国

9月1日，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
理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起诉百度外卖、美
团、饿了么三家外卖平台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
案。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改变浪费资源、 危害生
态环境的经营模式，设置是否有偿使用一次性
餐具、是否使用塑料袋选项，对一次性筷子、塑
料袋等明码标价 、收取费用 ；判令被告对其已
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修复或承担修复费
用。 （9月24日《新京报》）

面对仍然严峻的环保形势， 重庆绿联会起
诉百度外卖、美团、饿了么，体现了社会的环保
自觉。

重庆绿联会的诉讼，对平台提出了绿色生产方
式的要求。或许从目前订餐情况来看，“在平台上选
择拒绝一次性餐具餐盒的消费者少之又少”， 但这
是尊重消费者绿色生活方式的必然要求，哪怕只有
几个消费者选择，也值得去做，必须去做。

《环保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
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对外卖平台提出环保要
求，是完全必要的。 指出外卖存在环保风险，也

并不是想对消费者进行道德绑架，更不是强迫
消费者放弃外卖这一现代消费方式。 更多的还
是提醒消费者增进环保自觉，认识到“外卖毁了
环境” 并非无稽之谈。 消费者应该养成绿色生
活方式，做到“有态度消费”，通过“用脚投票”来
支持那些承担更多环保责任的外卖平台。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人
当有这样的环保自觉。 有外卖平台表示， 可以
把状告外卖平台环境污染看做是一件 “好事”，
“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存在的问题， 包括
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 这是一种可喜的
态度。没有环保自觉就没有环保自为。只要方方
面面都展现出环保自觉，终有一天，环境问题就
不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

� � � �离婚之前， 先做份考卷？ 9月14日， 一份
命题人是主审法官， 答卷和评卷人是原、 被告
的 “离婚考卷” 在四川省宜宾县人民法院观音
法庭出现。 法官称， 通过考卷对原、 被告夫妻
的测试， 可以对双方感情做一个考察， 60分以
上初步表明有挽回余地， 60分以下可以初步认
定婚姻关系岌岌可危 。 （9月 21日 《成都商
报》）

“离婚考卷 ” 并不是限制民众离婚的权
利，而是给离婚提供过渡和缓冲地带。 “离婚考
卷” 有助于夫妻双方重新发现和认识婚姻关
系， 把脉 “生病了的婚姻” 到底出现了哪些问
题。 通过 “离婚考卷” 来判断夫妻是否情感破
裂， 虽然还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 但这种有
人情味、 有温度的 “柔软的力量”， 值得称赞。

（漫画/朱慧卿 文/杨朝清）

“限售”为炒房再“降火”

“上门医疗”需与法规“同行”

通向群众的路是走出来的

起诉外卖平台是环保自觉的体现

离婚考卷：见证“柔软的力量”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