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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安

史书记载：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贵为
王室之胄，且博学多才，文武兼备，德高望重，深
受几代国君倚重， 官拜上卿。 但他是个谦谦君
子，为人处世甚是恭谨低调，平和有加，俭朴至
极。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
而伛 ，三命而俯 。循墙而走 ，亦莫余敢侮 。饘于
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正考父“三命而俯”的为
官之道为世人称道，值得当代领导干部学习。

党的领导干部，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
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为官
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严于律己、敬畏纪法。然
而， 现实中有些干部， 每提拔一次都会大变模
样，让人“另眼相看”。

权力就像是七彩魔豆， 散发出让人目眩的

光芒。有的基层干部，在未得到提拔前还能够找
准位子、扑下身子，干出样子，深得群众信任，但
随着职位的升迁，就定力全无，开始变得飘飘然
起来了，以至于出现官位不大，脾气不小；衙门
不大，派头不小；身份不高，架子不小的官场现
象。

党员干部如果把提拔太当一回事， 热衷于
“自我设计”，为升迁设“路线图”、排“时间表”，
把工作岗位当跳板，“掐准”任职时间，力求赶上
每一次提拔的“班车”，必然忘记“为了谁，依靠
谁，我是谁”，还有什么心思和精力“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一位领导干部，一旦忘记了从群众
中来，迷恋权力带来的快感，就会忘记纪法，迟
早会出事。近年来的落马官员，其人生轨迹大多
是在追名逐利时走入歧途；那些提拔不久就“夭
折”，那些为官从政数十年却仍然落得“晚节不

保”的领导干部，不正是在一次次提拔中沉醉不
知归路的吗？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清朝汤斌任江宁巡抚
时，安于清贫，一日三餐常以豆腐汤佐食，人称
“三汤巡抚”。后来，官越做越大，做到工部尚书，
他依然保持简朴的作风。 习近平同志在陕西梁
家河插队时，立下“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人生志
向，在河北正定坚持街头问政，当省里主要领导
常访贫问苦， 担任总书记后他始终把人民群众
当成“最牵挂的人”……变化的是岁月，职位，不
变的是“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初心。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进入新时代， 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唯有像正考父一样做到权重愈慎、位
高愈谦、志得愈恭，才能真正做到心有敬畏、行
有所止，方能行稳致远。

付彪

这些天， 不少人的手机收到了一条让人怦
然心动的短信：“赴瑞士防癌抗癌之旅， 修复免
疫系统，排出致癌物，专杀坏细胞，防术后复发
和转移。”而这个所谓的海外“防癌之旅”，费用
竟高达令人瞠目结舌的40多万元。

刚刚上映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 刷爆朋友
圈 ,出国 “防癌 ”的广告 ，似乎 “蹭 ”上了这个热
点。世界上有没有“防癌神药”？一些医学前沿专
家断言 ：“绝大多数癌症在全世界都还没被攻
克，怎么防呢？根本不可能。要是真能预防，那国
外著名医学杂志早就刊登了。 因此如果现在有

人说可以输液防癌，那都是骗子。”
曾有网友戏言 ，“当一项高科技诞生的时

候，骗子们早就在某宝网上等着了。”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国“量
子之父” 潘建伟就谈到一起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骗局———他的姨妈曾买过一个所谓的 “量子挂
坠”，并跟他说，“据说利用你的这个技术可以防
癌”，潘建伟立即辟谣，“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个
骗局可谓是李鬼撞到李逵，谣言不攻自破。

“医托”穿上“洋马甲”，戴上白手套，业务向
国外发展，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今年6月，株
洲市公安部门通报了一起海外医疗诈骗案，该
案团伙打着旅游医疗的幌子引诱对象出国，全

国各地有1731人受害，涉案金额高达6.5亿元。有
专家表示，除了宫颈癌目前已有预防疫苗，对其
他所谓的“输液排出致癌物”的疗法闻所未闻，
“绝大多数癌症的病因尚不清楚，一直都是世界
医学难题，所以根本无法预防”。

“防癌之旅”骗局，实质是一些中介机构利用患
者及家属的急切心理，夸大国外“防癌抗癌”的
疗效，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对于那些打着以海
外就医为幌子， 忽悠患者并收取高额费用的中
介， 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坚决予以整治。 一方
面，要严厉打击黑中介，对其骗钱行为进行立案
查处，切实维护患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有必要
加强国际合作， 让有需求的患者直接到国外权
威医院就医， 或引进国外权威医院到国内开设
分支机构，方便国内患者就医，让穿上“洋马甲”
的“医托”无处藏身。

别让孩子暑假
被培训班绑架

暑期又至，愉快、轻松、玩耍……这些热闹是属
于孩子们的吗？现实中，不少家长大都会让孩子上各
种兴趣班、培训班、补习班。据悉，有孩子整个假期安
排了11个兴趣班或补习班， 一些孩子暑假被各类培
训班绑架。

尊重孩子意见， 选择孩子感兴趣的培训班并无
不可， 但暑假不能被培训班占满。 孩子需要全面成
长，让孩子多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服务活动，多接触社
会，在实践中成长，对孩子健康成长大有裨益。

画/闵汝明 文/孙维国

江德斌

近期 ，一张 “老人在甘肃礼县第一
人民医院缴费窗口前双膝跪地”的照片
在网络间流传，引发舆论热议。7月6日，
陇南市礼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回应称，
这名老人在给其妻子办理报销手续时，
因气短腿疼， 在签字报销时无法站立，
所以跪在医保窗口前办理业务。主要原
因是县第一人民医院疏忽所致：在医保
报销窗口设置之初，曾考虑到群众的困
难，配备了一些凳子，但因监管不力，导
致凳子丢失，没有及时增补 。在此向广
大网友诚恳道歉。

在 《人民的名义 》热播之后 ，剧中
“丁义珍式窗口” 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关
注， 各地一批类似窗口陆续被曝光。可
如今 ， 甘肃礼县又曝出 “丁义珍式窗
口”， 老人腿疼无法站立， 又没有凳子
坐，只能跪地办理报销手续 ，令观者为
之不忍。

依据当地解释，该医院本来配备了
凳子，“但因监管不力， 导致凳子丢失，

没有及时增补。”表面上看，这是没凳子
造成的“老人跪地”，可凳子“丢失”已有
一段时间了，却“没有及时增补 ”，期间
那么多患者来往办事，不便的情况乃是
普遍的， 为何医院都没有及时察觉呢？
直到网友拍照上网才认识到问题所在，
显然，这是缺乏服务诚意的表现。

在“老人跪地”事件发酵后，相关主
管部门连忙发文解释、整改、道歉，采取
亡羊补牢措施，配置转椅 、设置专门窗
口等。应该说，相关整改措施还是具体
有效的， 跟此前其他地方的情况类似，
可以很快补上这一块不足。但如果不真
正反思问题背后的实质，谁能保证当舆
情平淡之后 ， 这种缺乏服务意识的做
法，会不会以另外的呈现方式再度表现
出来？

因此 ，应从思想根源入手 ，提升医
院的服务意识， 让其反思医疗的本义，
重拾医德仁心，认识到服务患者的重要
性，更有必要学习其他行业的服务态度
和质量， 改变医院冷冰冰的服务态度，
用热情和真诚对待患者。

“三命而俯”方能行稳致远

“丁义珍式窗口”不止缺个凳子

警惕“医托”穿上“洋马甲”

新闻漫画

雷钟哲

这几天，泰国普吉岛翻船事故牵动
着亿万国人的心。根据中国和泰国双方
8日联合发布的消息， 这次事故已造成
42人遇难，其中41人为中国公民。

据报道，事发时事故海域遭遇特大
暴风雨，风大浪急，海浪高达5米 。由此
不难想像，当两艘船只分别在珊瑚岛和
梅通岛发生倾覆时，该是怎样一种令人
惊悚的场景。

106年前大西洋上发生的泰坦尼克
号与冰山相撞造成船体断裂沉入海底
的悲剧，已经随着电影《泰坦尼克号》的
播出近乎家喻户晓。人们不但感知了逾
1500人丧生的巨大悲痛，也感动于船上
的乐队继续为乘客们演奏音乐，以平复
游客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产生的恐惧
心理，并为那些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的
人送上深深的敬意。

在这次事故中，一对来自河南信阳
的情侣张皓峰和孟影也亲历了游船倾

覆。惊魂瞬间，小伙子把生的希望留给
了孟影，将她送上救生船 ，随后将手里
的冲浪板让给另一对落水的老年夫妇，
并拼尽全力将其推到救生船上，而此时
救生船上，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之后，他
抓住一串浮球，漂流等待救援。期间，张
皓峰见到一位溺水男子， 便游过去把手
里的浮球交给对方。 在海上飘了一整夜
后， 未等到救援的两人拼力游到附近岛
屿，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被一艘渔船搭救。

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张皓峰，无疑在
最危难的时刻， 交出了一份充满人性、
光芒四射的答卷，让人感动让人敬佩。

如果说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女友是
出于爱情的无私 ，那 么 ，他 在 危 险 时
刻把冲浪板让给落入水中的不相识
老年夫妇 ， 途中又把浮球给了另一
位毫无交集的陌生人 ， 这就更加彰
显出他高尚的人格 。毕竟 ，较之电影
中 的 “杰 克 ” ，现 实 版 的 张 皓 峰 更 加
真实也更加生动 ， 更有着一份令人
心悦诚服的侠骨和柔情 。

现实版的“泰坦尼克”
更让人动容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龙洞高山美术馆以原来一处废弃的工厂为基础

建设，保留其古朴的历史风貌。馆内建有15个艺术家
工作室，并配套茶室、卧室等设施。近年，这里独特的
文化艺术风景和氛围吸引全国各地的书画艺术家纷
纷来此采风。仅去年以来，产业园就接待30多名国家
级、省级艺术家在这里创作、交流，留下众多优秀的
书画作品。行走馆内，如同进入书画的殿堂。

近年，在龙洞文化艺术产业园发展的带动下，
何家洞镇原生态的磨子岭高山牧场、瀑布群、高山
梯田等风景也露出迷人的风采， 吸引众多游客涌
来。从2014年以来，该镇旅游综合收入年均递增在
20%以上。

旅游风情街很怡人
何家洞镇政协联工委主任蒋滢说起镇里近年来

的变化， 如数家珍： 省里对口子镇建设有具体的资
金、政策等支持，何家洞镇不但用好省发改委第一年
的600万元边界口子镇建设专项资金，还加大自筹力
度，建起了旅游风情街，改造了昔日如蜘蛛网般的电
网，实现污水、废水集中处理，通往广西的土路等实
现硬化，目前，还有29条道路正在紧张施工。

漫步何家洞旅游风情街，只见两旁宾馆、甜品
店、小商品店等比比皆是。装修得颇具“小资”情调
的布卡甜品店，经营各式冷饮、甜品和糕点，店主
人姜桂荣正忙个不停。 今年36岁的姜桂荣曾在外
务工多年，得知家乡的文化旅游蓬勃发展，她与丈
夫在镇上的旅游风情街租下两间门面，目前，生意
已步入正轨，收入不错。

凯悦大酒店的老板李德武是离何家洞100
多公里的上梧江瑶族自治乡人，此前，他曾在深
圳、长沙的多家酒店任厨师。2016年，李德武选
择在何家洞创业，他告诉记者，每年纯收入在20
万元以上。

边界经贸红红火火

记者在何家洞镇采访时发现，得益于省际
边界口子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随着文化旅游
产业兴起，何家洞镇与周边乡镇，特别是与广西
全州县的边界经贸也迅速发展起来。

今年56岁的姜柏光兴奋地向记者讲起他
的生意经。几年前，姜柏光原本在镇上经营日杂
南货，小打小闹，一年到头赚不了几个钱。近年
来，随着边界旅游业发展，带动流动人口增多，
姜柏光发现了新的商机， 他把本地的药材运到
广西全州销售， 再把全州的山羊等贩运到何家

洞，一来一回，每年纯收入在15万元以上。
目前， 像姜柏光这样做边贸生意的人越来

越多，在他们的带动下，何家洞镇朝阳庵村、粗
石江村的土地实现集中流转，发展药材种植，付
家湾村等发展林下养殖， 规模农业在这里快速
崛起。到目前，全镇成立种植、养殖等专业合作
社43个、合作联社13个，发展会员2000多人。

近年来， 通过省际边界口子镇建设政策扶
持，何家洞镇经济社会迅速发展，2017年，全镇
人均纯收入达到8694元，比上年增长9%，5个贫
困村成功脱贫摘帽，全镇整体退出贫困行列。

今天的何家洞， 如同一颗镶嵌在湘桂大地
上耀眼的明珠，闪闪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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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流经祁阳县境内100.8公里，

占全省湘江流长的九分之一，也是全省
“一湖三山四水” 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该县推进河长巡
河常态化，仅今年，县、乡镇、村级河长
巡河就达1.4万人次，下发交办函26份、
印发任务交办单34份， 全部及时解决。
2014年以来，该县还退出、搬迁湘江干
流两岸500米内养殖场79个，拆除栏舍8
万多平方米。 全面开展网箱养殖整治，
拆除网箱养殖设施1.3万平方米。

同时，祁阳县坚持将推行河长制与
发展生态旅游、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工
作有机融合，在全省率先实施湘江流域
退耕还林还湿工程。目前，已经按照“林

草搭配、乔灌互配、色彩交配”原则，打
造“处处有景，月月有花”的湿地生态景
观1087亩，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赢”。该县茅竹镇三家村是实施湘江
流域退耕还林还湿的试点村，现月均接
待游客达1万人次。

祁阳县还结合县内浯溪国家湿地公
园、浯溪水利风景区建设，规划建设湘江
百里画廊。今年以来，该县在湘江两岸完
成护岸林16.8万株，水源涵养林2800亩。
记者看到， 该县茅竹镇、 浯溪办事处滴
水、老山湾、茶园、小江等村长达18公里
沿江风情景观带已全线拉通，风光秀丽，
游人如织。 在湘江沿岸景观旅游的带动
下，今年上半年，该县接待旅游人数、旅
游综合收入同比均增长15%。

高山流水“知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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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澧县18名县级河长、21名县级
副河长、190名镇级河长全部安装使用“湖
南省河长制信息平台”APP软件，实现了全
县河长巡河全覆盖。“掌上治水” 实现了线
下巡河、线上报告、线下清理的无缝衔接，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互联网+”的优势，畅通
了各级河长、职能部门、公众之间的渠道，
高效地解决了问题。1个月以来， 澧县各级
河长已巡河1200余人次， 发现问题49个，
解决问题48个，1个问题正在解决之中，治
水成效得到进一步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