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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

据新华社报道， 浙江省政府近
日正式发布省政府令， 公布首次进
行全面修订后的 《浙江省最低生活
保障办法》。该办法最引人注目的亮
点在于，有劳动能力但拒绝劳动者，
今后将被取消其最低生活保障资
格。

都说低保要“应保尽保”，在惯
常认知中，此处“应保”的目标群体
显然囊括那些困难户。 那因懒致贫
者是否应在“应保”之列？有人认为，
低保就应该“凡贫必保”而不究其贫
困原因，以免出现“漏保”情形；也有

人觉得， 低保不该用来助长好逸恶
劳的惰性。

正因为存在争议， 有劳动能力
者“宁吃低保也不工作”的情况，一
直困扰着低保制度。

现实生活中确有极少数人，有
手有脚， 但就是不求上进， 不想工
作， 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劳动增加收
入以改善和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
近年来，随着低保的“含金量”逐年
递升，“宁吃低保也不工作” 的情况
愈加不鲜见。或者因为懒过了头，或
者是经过缜密权衡后的 “理性选
择”：眼下低保户拿到的低保金加上
廉租房或房租减免、学生学费减免、

重大节日慰问、 医疗救助等多项优
惠政策，折算起来，未必低于其再就
业拿到手的薪资。 既然能躺着就把
低保待遇给拿了， 谁还站着去挣那
份辛苦钱？

有劳动能力者拒绝劳动、 一心
“吃低保”，不仅浪费劳动资源、给财
政带来负担；听任这种行为存在、蔓
延， 也将极大损害劳动在社会中的
价值、地位，有损公平。此外，这种观
念还会让懒汉在“懒人动指难”的惯
性下， 逐渐失去勤劳脱贫乃至致富
的能力，让部分懒汉失去“知贫而后
勇”的环境感知能力。这些显然有违
低保制度的初衷。

要让低保实现精准托底， 就该
将懒人排除在外， 用跟低保资格挂
钩倒逼他们人尽其能、自力更生。浙
江省的制度完善是一个好的尝试，
有关部门不妨考虑将其宣传推广。

当然，低保政策拒绝养懒人，也
要避免造成误伤。 如要考虑到低保
户拒绝劳动的具体缘由是懒还是需
照顾老小等。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
是，在取消“懒汉”低保资格前，应当
对他们加强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同
时，向低保人群提供或介绍工作，不
能为了解决就业而盲目推荐， 而要
结合长远发展精准施援。

江德斌

10月2日下午7点30分， 张家界黄
龙洞景区按时关门。此时，来自西安的
黄先生却急忙赶到景区， 寻找此前遗
失在景区内的车钥匙。 为了帮黄先生
找到钥匙， 黄龙洞景区灯火通明三小
时，耗费电费9000元。黄龙洞工会主席
毛建初表示，“电费损失当然是景区承
担，一切都是为了游客。”此外，景区管
理方还给予参与寻找钥匙的四人现金
奖励。

“这种故事编得……完全脱离了
生活”“《故事会》都不敢这样写”，广大
网友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 是不
敢相信这是事实。但是，从新闻报道的
细节来看，各个新闻要素都满足，应该
是真实发生的，并非随意编造。而网友
的激烈反应， 则说明该景区的服务超
出了众人预期。

配一把车钥匙的成本不算很大，
从经济角度看可能比整个景区灯火通
明三小时更划算些， 但考虑景区所处

位置，配钥匙并不方便，还是尽快找到
车钥匙更为妥当。 虽然景区为此付出
了较高的人力物力成本， 但效果却很
好，不仅解了游客燃眉之急，也体现出
景区的满满诚意， 为景区树立起尽心
服务的优质形象， 提升了景区的美誉
度。

时下，大众化旅游时代已“不期”
而至，旅游市场“蛋糕”不断增大的同
时，旅游消费结构朝着个性化、品质化
的方向升级。从观光到休闲、从景点到
全域，游客需求更多样、眼光更挑剔。
应对这些变化，这几年的“黄金周”，重
大旅游安全事故少了， 重大旅游投诉
也少了， 监管部门的服务水平也在明
显提升。

在这种大环境下， 若还有景区漠
视服务水平的提升， 让游客遭遇各种
烦心待遇， 显然是逆潮流而动。“耗电
9000元为游客找钥匙”虽是个例，但却
映射出旅游业从量变到质变、 从数量
增长到质效提升、 从粗放经营到集约
发展的新变化。

毛建国

近日， 西安铁路局推出的全国
首列众筹火车在网上引发讨论。据
了解， 这列由西安开往榆林K8188
次列车并不是西安火车站的 “图定
列车”，而是由旅客众筹车票的数量
决定是否开行。事实上，全国首个众
筹火车项目只有122名网友参与了
众筹， 不过西安铁路局依然坚持开
通了此次列车。

“众筹火车”的消息一经发布，

即成了热点话题。之所以如此，不仅
因为这是一个新鲜事物， 赶了互联
网的时髦，蹭到了众筹的热点；还是
因为公众从中看到了铁路改革的希
望。

一段时间以来，在万众期待中，
铁路改革摁下了“快进键”，推出了
很多改革举措。万变不离其宗，有一
根主线， 那就是进一步提升铁路的
市场化水平， 进一步提升铁路的竞
争力和贡献率， 在服务社会中实现
自身价值。

当下，如何刷新思维，通过互联
网方式打通与旅客之间的沟通渠
道，社会已经提出了现实的要求。这
正是“众筹火车”出台的“背景板”。

就目前来看，“众筹火车” 可能
只是一个试验品， 很难成为常态风
景。但不管如何，想尽千方百计了解
旅客需求， 使出三头六臂满足旅客
需求，其努力值得点赞，其方向值得
期待。

当然，相比“众筹火车”会不会
大面积复制推广 ， 公众更关注的

是铁路部门在了解和满足旅客需
求上会下多大的决心 ， 会付出多
大的努力 。果真确立 “用户思维 ”，
树立 “以旅客之心为心 ”，即便不
试水 “众筹火车 ”，也有其他可行
选择 。 比如更好地运用互联网手
段特别是大数据技术 ， 精准地搜
集民意 ，根据 “落入口袋的民意 ”
及时作出调整。

但愿 “众筹火车” 玩的不是噱
头。期盼铁路部门适应时代需求，出
台更多让人刮目相看的举措。由此
带来的变化，将成为铁路改革最精
彩的封面故事。从中受益的，既有旅
客，也会有铁路部门自身。

低保就该“不养懒汉”

周泽中

今年“十一”期间，我省共接待旅
客6147.32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
长22.71%，实现旅游收入348.64亿元人
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9.46%，以
长沙为代表的各主要旅游城市、 旅游
景区收入普遍大幅度增加。

长假期间， 全省有11个景区18批
次超景区日最大承载量， 可谓游人如
织，但在省旅发委的积极调度下，全省
未发生一起旅游安全事故和游客滞留
现象。 同时， 市民及游客素质大幅提
高， 在长沙市内各大公园均没有出现
垃圾成堆的乱象。文明，成为最美的风
景。

而在这些喜人的数据和现象背
后，正是各大景区倡导文明旅游、推动
全域旅游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 在衡
阳， 南岳区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目标，加快推进体制改革、改善基
础设施、优化旅游环境、增加志愿者人
数，打造“大南岳衡山”旅游经济圈，全
域旅游发展已经驶入快车道； 在张家
界，为实现旅游跨越式发展，全市明确
了发展思路，大力实施“对标提质、旅
游强市”大战略，争当龙头、积极示范，
以旅游推动产业扶贫、精准扶贫……

这些年来， 我省大力推进全域旅
游建设， 并把它作为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推进扶贫攻坚的重要抓手。这就要
求各市州以新发展、新理念为引领，找
准坐标、找到对标，以更高的站位、更
实的举措，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在建
设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
地中更好地发挥龙头作用。 对于贫困
地区来说，更要因地制宜，积极投身全
域旅游基地建设，打好“红色旅游”“乡
村旅游”“原生态旅游”这一手好牌，打
造全省乃至全国旅游扶贫样本。

“耗电费9000元为游客找钥匙”
打出景区服务牌

“十一”长假
助力湖南全域旅游发展

“众筹火车”，或是铁路改革的封面故事

10月8日晚，一条重磅新闻引
爆医药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深化审评
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
创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包括医药代表禁止卖药、 注射剂
再评价、 罕见病药械特殊政策保
护、 专利保护鼓励药械创新等政
策，均在此次《意见》中明确提出。

出于多种原因， 医药代表的
性质在我国发生了变味。 本来是

专业性强 、收入不菲 、推动医学
进步的白领 ， 却变成了贿赂医
生、拉高医药费用的“黑手”。《意
见 》中 “禁止医药代表承担药品
销售任务 ”“禁止向医药代表或
相关企业人员提供医生个人开
具的药品处方数量” 的规定，为
医药代表重拾 “学术推广 、技术
咨询 ”的初心 ，提供了精准的行
业规范。

文/图 陶小莫

医药代表卖药，禁止！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