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北京市丰台区老龄办在全区贴出公告，试点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长期照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成员每
月放4天假，也就是所谓的“喘息服务”。

诚然，赡养老人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但长期照料失能、失智
老人会让家庭成员面临巨大压力，身心俱疲。此次首次明确“喘
息服务”的费用由政府买单，凸显政策关怀的更进一步。

养老问题艰巨而复杂。如果说子女、家属尽心服侍失能老
人是一种“家孝”的话，政府买单“喘息服务”则是一种“大爱”，丰
台区这种有益尝试，使“家孝”与“大爱”相映生辉，值得点赞。

文/斯涵涵 图/王铎

政府买单“喘息服务”
是一种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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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艺

这两天，有关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
消息震惊了学术界。26日， 学者贺建奎宣布，一
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于11
月在中国健康诞生。一个基因经过修改后，这对
双胞胎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消息甫出， 这项研究遭遇学术界几乎 “一边
倒”的口诛笔伐。当天晚上，百余名科学家通过网络
联合声明予以强烈谴责； 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公开表示：“这事件已经
远远超出了技术问题的范畴，后果不可预测。”

学术界的质疑甚至反对， 自然有充足的理
由，尤其是基于伦理之上的考量，让这项研究成
果面临巨大的道德谴责。一方面，即便技术100%
成熟可靠，人类是否可以或应该编辑自己的生殖
细胞和胚胎，绝非某个人能说了算。不少生物学

界专家学者认为，它逾越了基因研究的伦理和安
全红线，担心这和当年的克隆人一样，会引发“蝴
蝶效应”，“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另一方面，从目前公布的相关研究成果而
言， 还没有足够理由证明这项技术已趋成熟。
修改基因“防艾”，其实是利用“基因剪刀”技术
去掉了编码CCR5蛋白基因的32个碱基对，最
大的好处是拥有修改后基因的人对艾滋病毒
有很强的抗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对艾滋
病完全免疫。而且修改后的基因，一旦遭受黄
病毒属病毒感染， 有可能引发其他更严重症
状。最重要的是，基因编辑工具虽然威力强大，
但也会有很多“脱靶”情况———错误地编辑了
不该编辑的地方。在植物类领域，“脱靶”不是
问题，即便实验失败可能推倒重来，但人类生
命科学里，一旦脱靶，谁来负责？

霍金先生曾说过，“法律能禁止人类编辑

基因，但人性无法抵挡诱惑 。”从整个事件来
看，“基因编辑婴儿”存在着诸多谜团、疑点 ，
该实验背后是科学狂人的探索之心， 还是另
有所图，外人不得而知。

事件发生后， 国家卫健委要求立即调查依
法依规处理；广东省卫健委表示针对此事件已
展开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深圳市医学伦理专
家委员会已启动调查；27日，CRISPR-Cas9基
因编辑技术的两位共同发明人分别发表声明，
谴责该试验滥用技术。在事件发酵了一整天后，
学者贺建奎终于出面回应各方质疑，称自己将
于另一学术会议上公开该项目的数据。

普罗大众对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认知 、
认同往往具有滞后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
何研究不能违背伦理的底线。 在人类生命科
学领域的探索上，宁可多一份质疑和慎重，才
能让人类自身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田卫国

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成功是基业长青。
哈佛大学做过一个调查，在世界500强

企业名单中，每过10年就会有1/3左右的企
业从名单中消失。 在总结这些企业衰落的
原因时，人们发现，春风得意之时，正是他
们走向衰落的开始。 这正印证了华为总裁
任正非的那句名言：惶者生存。

“惶者”为何长存？
惶者永怀生存危机， 敏锐感知环境的

变化，提前准备“过冬棉袄”。“生于忧患、死
于安乐 ”，在暗合 “丛林法则 ”的残酷商战
中，能活下来的佼佼者，无不具有强烈的忧
患意识。任正非在华为势头最好时，发表了
著名的《华为的冬天》，并且每隔三五年就
要发出“冬天来了”的警告。正是这种无时
不在的危机意识， 使华为能敏锐感知形势
变化，当冬天真正来临时，他们用着早已备
下的“过冬棉袄”，优雅地欣赏“冬日美景”。

那么，我们要成为怎样的惶者呢？
惶者永远在路上。发展没有休止符，管

理只有进行时。 中建五局就是一路风雨兼
程走到了今天。五年一场战役，“炮火”的声
音从来就在“五局人”耳边，唯有怀着永远
在路上的初心，始终保持清醒和忧患、定力
和勇气，奋斗不息、进取不止。

惶者不断以创迎变。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变是天地常道，以守应变，终将为
时代所淘汰， 惟有以创迎变， 方能顺天应

势、精进臻善。
当前， 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和市场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PPP项目投资受限，EPC市场异
军突起，“降杠杆、降负债”史上最严……发展
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风险和
挑战。只有不断优化和调整，创新和变革，以
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 明日之我战胜今日
之我，不断从0到1，追求自我突破和更新，才
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乱云飞渡仍从容。

惶者是“马上就办”的“行动派”。电影
《后会无期》 里有一句台词，“听过很多道
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这个问题
的答案千千万，但有一个答案是可信的，那
就是，“懂得道理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行动
的人却很少”。

正所谓“知易行难”。那些最终落后于时
代的组织和个体，并不是不懂得危机意识和
创新精神的重要性， 也不是不明白奋斗不
息、进取不止的道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知
而不行，更不会马上行动。凿井者起于三寸
之坎以就万仞之深。 在推进事业的征程中，
困难和挑战就像拦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座险
峰，头脑里憧憬着险峰外的无限风光，脚下
却止步不前，那永远只能“望山兴叹”。

任何一项事业都不能靠“守”来维系，
必须靠不断的再创业来发展。 以守维成则
成难继，因创兴业则业自达，应时而变，随
事而制，在奋进中继承事业，在创新中光大
事业。

（作者系中建五局党委书记、董事长）

何淼玲

这几天，隆回县城区停车位 “百元招租 ”
引发沸沸扬扬舆情，最终县委、县政府宣布该
项目暂缓实施。

11月19日， 隆回县城管执法局发布中标
通知书， 东莞市某公司以每年18.05万元的价
格竞得隆回县城区部分主干道路1805个停车
位收费管理运营权。 消息甫出， 即遭网友质
疑：单个车位100元/年的招租费用较低，中标
企业很可能从中获取暴利。

该县城管执法局先是回应 “招租价格和停
车服务费收费标准的核定严格遵守相关程序规
定”，继而，县委、县政府决定对该项目暂缓实施。

网上舆情暂告平息， 但此事引发的反思

才刚刚开始。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抓城市

治理，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观，时刻优
先考虑老百姓需求。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再次提出
用“绣花功夫”抓好城市管理。如何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观？反
观隆回停车位“百元招租”事件，可以得出以
下几个方面启示———

决策宜慎之又慎。 隆回城区停车位 “招
租”，其初衷或许是为了充分利用公共资源解
决停车难，但此举事关公共利益，与民众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决策需反复论证、慎之又
慎。如果事先召开论证会，让市民等各方代表
参与论证决策，亦不至于引发轩然大波。

工作需细之又细 。用 “绣花功夫 ”抓好城
市管理，这个比喻很形象。绣花，干的是一针
一线的细致活，需细心更需耐心。隆回县官方
暂缓该项目时也承认，车位“招租”引发质疑，
是由于“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招租工作不细
致不严谨”所致。“一针”不慎，就“扎”了自己
的手，引发舆情。说到耐心，就是要不急躁、不
冒进，耐得住考验、经得起检验。俗话说，慢工
出细活。搞“急就章”难以收到好效果。

要把道理讲清楚。俗话说，“道理说得清，
牛肉敬得神”。开始，隆回县城管执法局称，此
次招租“严格遵守了相关程序规定 ”，但网民
对此不买账，舆情热度不减。一句 “严格遵守
了相关程序规定”的官样文章，无法消弭公众
的质疑。如果把此次“招租”的来龙去脉、前因
后果，事先逐条解释清楚，消除民众疑点 ，政
策实施起来才会得到支持与拥护， 而不是尚
未推行就引发反弹和质疑。

陈湘

自去年以来，娄底市娄星区探索把区管
干部“八小时外”表现纳入干部考察范围，通
过对干部“家庭圈”“邻里圈”“社会圈”的深
入考察，使组织和纪检部门能更加全面了解
领导干部各方面情况，提高“识人用人”的准
确性，扫除干部监管的盲区和空白。

笔者认为 , 这是组织和纪检部门提高
干部考察的“精准度”,确保真正让德才兼
备者得到提拔重用的睿智之举。

众所周知，以前相关部门在选人用人和
干部监督考察中，主要是看其“八小时内”的
表现，一般通过与其领导和同事沟通来了解
考察对象。不可否认，根据干部在单位内的
工作态度、 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来考察，确
能基本上对其作出正确评判。但是，近年来，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极少数人已
经越来越善于藏形敛迹,“八小时内”和“八
小时外”的行迹已是大相径庭了。

平心而论，对于干部来说，做到“八小

时内”好并不难，而做到“八小时外”好却并
不容易，因为在卸下职场内的“妆”后，一些
人容易放松心里那根弦， 更容易被一些别
有用心者所“围猎”。有些人上班时谨言慎
行，中规中矩，下班后却酒色征逐 ,放浪形
骸；上班时在单位领导和同事面前满面春
风， 下班后在普通群众面前却盛气凌人，
官气十足 ，甚至仗势欺人 ；上班时清正廉
洁，一尘不染，下班后却贪得无厌，大肆受
贿……近些年来， 一些落马的官员之所以
被称为“阴阳人”“两面人”，正是因为其在
“八小时内 ”和 “八小时外 ”表现严重不一
致，很多人都是在“八小时外”被拉下水而
腐败变节的。所以,相关部门全面掌握干部
在“八小时外”的表现，十分必要且重要。

组织纪检部门将“八小时外”表现纳入
干部考察范围，着实用心良苦。试想一下，
如果他们了解失真， 导致提拔重用的人德
不配位、才不堪用，既贻误了事业，又会对
干部个人成长造成不利影响甚至葬送其政
治前途，这才真是一种令人扼腕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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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时外”的考察可为“精准度”加分

停车位“百元招租”风波的启示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