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最火爆的话题无疑是世界杯
了。由于移动支付的普及，与往届相比，
这届世界杯给人一个直观感觉是赌球的
人多了。

民间一直有着 “小赌怡情， 大赌伤
身”的说法，很少有人认识到，在网上赌
球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既然是赌
球，就有输赢，但网络赌球水太深，庄家
也根本没有诚信可言。 例如广东韶关一
个球迷近日猜中一场比赛， 赔率高达70

倍，可是钱根本提取不出来。
世界杯确实能给人带来快乐， 但这

种快乐，是由球员技术、精神以及球场风
云变幻带来的简单纯洁的快乐。因此，别
让赌球绑架了世界杯的简单快乐。 希望
有关方面加大打击赌球力度， 有关平台
承担更多责任， 同时提醒广大球迷———
看球就是看球， 赌球一点也不时尚，“钱
迷”与“球迷”之间可能就隔着一个赌球。

文/乔杉 图/陶小莫

别让赌球绑架了世界杯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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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诗平

6月20日，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向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
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全国脱贫攻坚取得重
大进展，贫困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但也发现
了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扶贫工作还不够扎实，
主要表现为形式主义、 弄虚作假及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其中，12个市县存在虚报脱贫
数据等问题。

当前，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一定 “战
绩”，到了决胜阶段。但有的地方为完成任务，
出现了数字脱贫、虚报贫困户材料、骗取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等很多让人又气又恨的问题，
不仅影响扶贫工作成效， 还严重损害党和政

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脱贫攻坚不是空对空的数字换算游戏。

一味应付“上级检查”，把精力放在“算账”而
不是做事上，除了纸上的光鲜能取得实效吗？
把心思放在数据造假、虚构政绩上，即便糊弄
过一时，最终又能拿什么来交账呢？脱贫成效
不能只看数字， 关键要看困难群众生活水平
是不是真提高了， 要看百姓对脱贫成果点不
点头、满不满意。在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督察
巡查制度下，弄虚作假、炮制成绩，不是高明，
而是愚蠢，不是“会来事”，而是“会出事”。

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
精准。毫不客气地说，一些地方出现的虚报脱
贫数据问题，是一种严重的腐败问题。脱贫攻
坚是举国上下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奋
进的一项伟大工程，不是华而不实、拔苗助长

的“面子工程”。各地各部门绝不能“剑走偏锋”，
以虚假手段欺上瞒下、谎报政绩，而应该自始至
终坚持有效的脱贫验收标尺和有力的监督检
查手段， 坚决防止 “被脱贫”“假脱贫”“数字脱
贫”。

“出发点”一旦错了，“落脚点”就会跟着出
错。虚报脱贫数据问题的根子是政绩观错乱，如
若没有摆正脱贫攻坚要 “以人民为中心” 的位
置，最终不仅会影响脱贫攻坚大局，还会苦了百
姓、伤了民心、丢了民意。

因此，对虚报脱贫数据问题，有关部门必须
加大惩戒问责力度，真刀真枪问责，坚决做到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不断释放执纪必
严的信号，确保脱贫攻坚扎实有力纵深推进，让
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 经得起实践和历
史检验。

对虚报脱贫数据要真刀真枪问责

章丘铁锅“遇冷”
是一堂市场警示课

木须虫

国家卫健委6月2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近期推进医疗领域“放管服”改革举措及机
构医师、护士电子化注册管理的进展情况，获
得广泛关注。

医疗机构与医疗从业人员服务关乎人身
健康与经济利益， 因此人们期待医疗机构和
医疗从业人员资质信息更加透明化， 对其实
现电子化注册寄予厚望。去年4月，我国全面
启动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电子化注册改革。
登记注册的申请、受理、审核、决定等各环节
全部在网上办理———这项改革将有效推进医
疗机构与从业人员资质管理与服务的提速与

升级。
多年来，一些地方黑诊所、黑医院以及非

法游医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市场秩序， 成为
损害患者健康、骗取患者钱财的黑坑。他们甚
至堂而皇之用虚假广告诱骗患者就医， 如去
年媒体起底的“三假”医院即是乱象的典型。

这些乱象让人防不胜防，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患者无法获得这些所谓医疗机构、专家的真
实信息， 进而掉入了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我
国对医疗实行严格的资质准入制度、执业注册
制度， 本义是维护医疗服务起码的安全底线。
但这些资质与执业注册信息一直以来只为监
管部门掌握，而且还存在地域“孤岛效应”，导
致监管发现问题存在时差，核查伪造证件等不

法行为有一定困难，患者更是无法识别、监督和
规避，让无证行医、非法行医有“空子”可钻。

阳光公开是治理非法行医乱象最好的药方。
医政管理尤其应搭乘信息化快车， 打通信息壁
垒，推动管理信息一体化和透明化，为广大患者
提供就医方面的权威、准确、真实信息。医疗机构、
医师、护士的电子化注册改革是良好开端，一些
地方，如北京依托注册信息平台开放了注册信息
查询功能，可帮助患者擦亮眼睛、规避陷阱。

当然， 只止于执业资质注册信息的查询还
远远不够， 医疗机构管理信息以及医疗从业人
员职称、专业评价等信息适度公开也很必要，向
患者提供种种权威客观信息， 有助于消除医疗
虚假广告和假专家满天飞的怪象。

电子化注册助患者规避就医陷阱

房清江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6月21日在国
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复
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
“中国农民丰收节”。 这是我国首个在国家
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为什么设立
“中国农民丰收节”?韩长赋指出，这有利于
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同时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优秀
传统文化。

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
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即常说的“乡愁”的记
忆正在淡化。这一现象，归根到底源于现代
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相互碰撞。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短短40年，
我们实现了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巨大跨
越。 在这个过程中， 农业主导地位逐步丧
失，传统农业维系的社会关系逐步解体，农
耕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失去涵养的现
实土壤， 传统文明面临如何延续的宏大命
题。

文明的进步绝不是简单的摒弃， 传统
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更非非此即彼的取
舍。 一方面中华文明需要在发展中一脉相

承，守护住文明之根；另一方面，西方工业
化推动的现代文明存在许多弊端， 同样需
要改造。 我们在文明发展转型中要注重避
免妄自菲薄、“打倒一切”。而且从某种意义
来说，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
是推进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互补乃至改良
的“解药”。

时代的发展进步， 客观上需要传统农
村社会向现代转型、 实现传统农耕文明与
现代文明的融合，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文明发展之路。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其中乡村文化振兴是重要内
涵。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立足乡村文明，
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 在保
护传承的基础上，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
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

延续文明，留住乡愁。设立“中国农民
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由国务院批复
同意的。 通过树立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并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节为媒，引领人们
释放情感、传承文化、寻找归属，可以汇聚
人民对那座山、 那片水、 那块田的情感寄
托，从而接受农耕文化的精神濡染。

刘剑飞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后，山东
章丘铁锅一夜之间蹿红， 当地制作铁锅的
家庭小作坊也遍地开花， 然而铁锅的质量
却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以次充好的现象。
仅仅过去了4个月，红极一时的网红章丘铁
锅突然“遇冷”：产品出现了滞销，很多跟风
的家庭小作坊纷纷关门。

章丘铁锅的境遇实在令人意外， 这种
结果不仅是对工匠精神的呼唤， 也是一堂
深刻的市场警示课。

《舌尖3》使章丘铁锅一时间成为炙手
可热的“网红”炊具，售价水涨船高，吸引无
数人慕名前来求购———但这种繁荣表象的
背后却存在着极大的隐忧。

首先，章丘铁锅骤然“一锅难求”，缺乏
稳固的市场根基，一旦市场出现任何变故，
品牌效应很容易支离破碎。

其次，章丘铁锅的生产缺乏科学规范、
严格管理，生产监管处于失控状态。在火爆
的市场需求及利益驱使下， 一些热衷于以
次充好、偷工减料的小作坊一哄而上，最终
导致章丘铁锅迅速从“网红”变“网黑”。这
一过程警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生产
质量，一旦失去了质量这个根本，产品就很
容易遭遇市场淘汰。

章丘铁锅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
其应出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举措。一方面，
应就章丘铁锅的生产制作制定严格的操作
规范和技术标准，引导人们有计划、规范化
生产，确保铁锅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强对
市场的整治，严肃清理黑作坊、小作坊，遏
制过度生产，倡导工匠精神，对粗制滥造、
损害市场品牌的行为要严厉打击和惩罚。

让章丘铁锅的生产在控制数量、 确保
质量的轨道上运行，不仅是对市场的拯救，
也是保护“非遗”的责任体现和必要举措。

“中国农民丰收节”
是文明延续融合的鲜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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