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刘也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观点 06

!"#$
%&'( !#$)*!

!"!#$%& !!'()*+,-
./0 1"23/456$789:/
;<=>?@2ABC<D=EFGH
IJ !! K " *L !! K !# *MNOP
Q& !! >?@RST UVWX.YZ
[\2 3>]T^!_+!_$`a0
!!K "* $%&& bcOde0 fghi
jklAB<=mnAB<=opq
rstuvwxy[\z{|

!"#$%& '()*+,-

1" ' K !( *}2 <=>?@~
���x�/��2������\�
��MN��2���6����9�
���>�����?�5�0 ��h
�� /;¡¢2£8¤0 ¥,h¦§
¨ABC©$�"72¨[\gª«¬
[\2i®¯°±>?@²�³́ µ
³{¶ ) ·�*+ ·�,& · 2̧±T¹�º
,&»·2±¼½¾|RS¿À²�³Á2
½iÂ³�ÃC©ÄÅ<=mÆÇÈ
ÉÊ>?@ËÌ=E| -gÍ2hWÎ
ÇÏO�ÐwÑij/0

9Å/0 ¿³�ÒÁÓi«¬qr
Y�[\2 Ô¯Õ°Ö×3 -.+ Ø¯�

ÙÚ<=ÛÜÝO�� Þß / àW�
á0�áâãÔä2Y¼½¾|!åÔ .+
æ×3 -.+ Ø¯�"+ çÙÚ<=ÝO
�èéêº�.++ ë *++ ·Þß / à�
))+ ë 0+ ·Þß / àWìÎh.Y
À0

./0123456"78 !"# 9

íî<=2?ï7ð| ñhò²�
³ÉÊ<=>?@=E�Á2!�,9
ÅE{ó$!ôõöQ÷øh3íîù
úûü12·Z| <=>?@ýñþÈ

ÿ¹º$ #)3!�=Eíî�2"Ñ¦
#$=%&$'!ë . ·$<=>?
@��E2 ÑÔ *4&( ·(��3íî
�2)3*Õíîùú:<Dùú$+
Pûü!,-ã|

./02 1L !& K $ *2 !$!!0
þ234".2<=>?@56íî�
�º7l (")8·| �ó9:~�;5
6$<=íî�2 H<<D=E=
!$$" "></!+�j.56$<=
íî�?7l 0&&& 8·| ¡¢íî�
@ABòJ>CD§�EF�GHIJ�
KLMN�OP�QDùú�R3Sù
ú�TUFVWXQYZZ[NW6\*
Õíîùú:<Dùú|]=%!Æ!
^$�y2_`�a$bc2cy-*
Õ$pp{{2def]»g|

"+ ,#

!& K ,& *L !& K .& *2×
hi2jfQ<=kZlmnop
qr¨×h!H<Dstuv�|

¨ !& K ,& *w$Oxcó2
yz{H<|�AÜ{y}<X~|�
��������W�=��Ù�
ó�| ����Á2.=i�¯8�
�u�¯8� 9���� �×� "
�o��>]�.$YÜ�=�
r|

��nopqråÔ.=>
i 5ç���!.çi���µ�$
,&�no��.&&4ê�\ PO
)0Ü¡¢£¤|�r¥i�¯8¦
:��¦Y¦2��¦§òµ¨©
ª¥«¬^� " êi�¯8¦¥
6�7 Y®¦¯À� " ê2°x�±
¥�!¬r xy¬r$�²¨
*+K .+*£¤³´|

*+ K .+ *2¨èéµ¶�·
N¸$¹º»H2×hií¼�²
��½°i�¯8¦³´2�×�
²��½°��¦2!ê|

íî<=2?ï7ð| ¡¦×
hilmnopqr= ,+*5 "}
¾¿j"jQ<=kZ³ê2<Û/
<=íî�Ï�\rù$�À2j
eÏ×hi>CD§ùú$NÁ

Âò| H<<D=EÂ3<]íî
=E25Ã$<=íî�ABÄò
J*Õíîùú:<Dùú$+

P2 3ÅÆíå<DÇÈ<¤�N
-DÉH<ÊË�ÆÌ<D�<û
ü/-ã| "- .#

!"#$%& !!'()* #$+,-./( !"#
$%&'()*+,-./01234

/01234$#$5%6789:;<=>&

!! ! " "#$%&'()*+,-./
0123456789:;<=>?@A B
CDEFGHIJ256KLMNOPQR
STUDLVWOXYZ #$ [\]OV^&
'_)*`abcdeMNfghiI;
jklA

mno&'_)*pbqO;r;Ost
ubOvwaZx y/0J2z_{|}~n
����� �Z� O�� % ! ! "�QRS
T�/0J2O���&'_)*DE & G
HOMN� ' ���O" �+�iV����
J234KL��Os�DL�OL���
!$ GHO�� %$$$ �H� �

/0J2�&'_)*hiIf�¡
¢£O¤¥*¦§¨©ª^«;e¬O®
¯°ub�±O²³´�µ*¶·¸¹cº
¡»¼½¾I;¿ÀÁ�

!"# $%&

Â�ÃO&'_)*ÄÅÆÇOÈ©
ªÉÊ§¨� ^eËÌÍÎ)OÏÐ½ÑÒ&
'_Ó)½*ÔÕÌÍÖ.×O ØÙÚÎ)
ÛÜ�ÝIÞßà8¹á{tâ¹á{\8¹
ÌÍãäåæ�ç� ÏèéêÒá{�ëì
tíìîïðtñ×çMòóôõäOö÷
7øïùOòóúÐO¯¡Záûüý�

ÏèÒþ�ÿ!ub³´ìÐ"#×O$
%&µ*'()�V*¹ +5,þ�-.O
/³´cÔm;/;yub� 0ªþ�ÿ!u
b³´1234O56ÿ!'78ÿ!þ�
9!ÿ! ! :³´;ß<¹=Ý>? ! :³
´O9@ABCDE ! :³´FÔGHÆ�
IcJKL8MN�

^¯¡Õbubü�O��O¥*DE
!$ O�H�VZ_)*ÕbubCaO+�
ÞàØÕbubCaBCOP�NQRST
Ià±�7MNÌÍUVìÊWX8MNY
MZ¹ò���¹ÙÚûb ' ¿[\� ]^µ
*L´MN_§ÌÍ m̀a¿;ybácd
Ue¯f;ghi¹;¿jä¹;klmO&
µ*ÕbCastbáZO nåL´MNÌ
ÍI�ÝÞ�¹ûM¹<*s�ËTµ*Õ
bubCaOfcmoÆÿÌÍ¹sðtu
byOcº;[dp{O;qdhrO;ød
ÌÍ%smÌÍéµyO8\á]OtuL
´MNÌÍvè§w¹vèûMm;äû;

:yO^³´DE_É¯xmsydy¹m;z
dyubO©ªáûðt¹À{áû\8¹¯
¡ubüýO|i;ðIÉÊ§¨�

}·I~¶§¨¹ KL`K�§¨O�
¤©ª³´�¾§¨I�7��� Â�ÃO
&'_)*6�eÔµ*m��"yÏAO�
S)¾�����M��O������Ô
^Oå\ª�7Ü��MNO���èo��
�\O�c�·C�8�§s3 MNm¡
¢£y¤¥OeËo¦§¨©^ª~O%s
m«[s¬y®¯$°Vü� s±fc¶s
KL³´²³ß´8µ*µ¶ß´O%ss
�·¶sû¸�K� 6��S)¾<¹§¨
¤~O^ºo³´Þì8»¼ÉiZ©½I
<¹§¨�

'() *+,

¾ËÃ¹¶·¸O¿ÀÁ=Â¹Ã;t�
Â�ÃO&'Ä¡AÅÆµ*�¾OéêZ
ÒCÇ&'ÄÈ&'Ä<ÉÕÊÜ%Ë;Ë

Ì6-.&'_Ó)�*L´°,�¾I
ÍþÎÏ×� �� ( !OÐéêÑËc³_Ó
¡»¼�¾mÒÓãyÕÔÅíOnåÕÖ°
,¹h×h´¹ØÊ¾E¹ÙÚÌ6¹ÛÜÝ
üç"±� Þß�Y ! GHIL´�¾�ÙO
/à^á¸L´ÕÔI³´OâãäåUÉ
´�SZ æ¡çè;:ôéê "$$ �Hëz
�WX�&'O �ì�jífîï²ð¹C
ñð=ÄI³´O;:ôéê !$$$ �Hëò
�ÕÊôÚEósôõO/ÄöQ?}·I
Cñ÷³´¯xøù¡% !$$$ �HIú
ûåAç�

�\O µ*P�üýcJO éêZ�A
ÒDL³´Nþ¶{12á�×O }o/Åÿ
!þ³´�5"DS¹56V#Õª¹<�¾
Ë¹$%h�ç"±Ié&±AOcºm'=
0(yë}o/Cñ³´�6¥w)¹6*°
,¹h+¡×6*³´¹�,hi¹w�-.
ç�MEÙ"±I�E�M±AOõ�m/³
ÿ0yôÏO^³´1�ÚEó23êO�c

4d³´5�ÚELNOcºm6CÃ7y�
8ÞO���éêÕÔ"±ODL�"

9:O³´I�h���÷ !$ �H ) ;Oâ
³´ïf��<VI=,>±��I '$*
çèéê� �L´Á6"±O/S*I?±
��³´çèL´Á6EÙOQ " �â@�
AïABI³´ï¯�8Ý���Czå
I ($+éÁ³´O � " �â !$*I8Dé
êçOOÅÆÇd±³´cº¡»¼�¾�

ë·EO¾FÃ��� !,- !Oµ*ÇG
HIÊ "$ JÍ:OGKMN .$ O¿OR¾
ËØÊ¾EMN (% ¿O^�¾ËEÙ #'/!"
GH� L´MNfg0LeËOMNvL2
"�g¹C�?±56L´µÒ�¹OþÒ
�¹PÉ§2Ò�ç (" ¿MNQì��OC
�?±56L´µ;�¹ RS×TUç !!
¿MNVìDLOW056«aãKLX"
L !"$ YZ[\]34ù§,YKLXV
Wÿ^_L�

¼<`a^b¡� ��O&'_)*@
M_ÓÖþÝcde� !,- !fV6ìgz
�S "&&/(# GHO�8Ýc %/$%*ëfVh
èELDE .$/!% GHO�8Ýc -/(.*ëf
V>��S ./- GHO �8Ýc .$/%%*OÝ
¢$¹&iÄµ*Qj�

!! " #$%" #&'()#

!"# $%& '()
!!!"#$%&'()*+,-./01(234

欧阳金雨

规模更大 、企业更多 、展品更
新，“进博会” 的风采如约展示。随
着展会渐入高潮，湖南交易团签约
火热， 一拨又一拨的热情观众，让
湖南展商惊喜连连 。其实 ，越深入
了解“进博会”，就越能获得一些特
别的启示。

一则，“与狼共舞”方显英雄本
色。我国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请
进来”，并不是像某些西方国家，靠
经贸壁垒保护国内相关行业。此次
“进博会”上，各国企业带来的新技
术 、新产品 ，获得了全球观展商的
抢购和围观。这实际上给全球企业

打了一针“强心剂”。
世界上没有疲软和低迷的市场，

只有落后保守的观念。“进博会”旋风
再次提醒企业，“与狼共舞”的竞争才
是促进行业发展的关键，过度保护只
会培育“温室里的花朵”。站在这样的
景象面前，湖南企业的心态当然要更
开放一点，走出去的步伐要更坚定一
点，步子迈得更大一点。

二则，“精益求精”方能赢在当
下。当人们并不认为传统制造领域
还会有多少想象空间时，中联重科
的重器在 “进博会 ”上引得众人驻
足；当我们以为文具并不是卖得出
天价的高利润产品时，日本文具偏
于 “进博会 ”展台一隅却让采购商

挪不动脚。“进博会”上展示的是全
世界的“尖货”“牛货”，尽管它们价
格不菲，但高品质货物谁不爱？

优秀产品自有身价。这再次提
醒企业，只有将很多人认为“高配”
的标准当作“标配”要求自己，努力
打造世界顶尖级的品质，才能让产
品由“创新”迈向“恒新”，让企业立
于不败之地。

三则，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 。 前不久 ， 世界银行发表
《2020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
境排名由46位上升到了31位。全国
工商联发布2019万家民营企业评
价营商环境报告，长沙作为中西部
地区唯一城市跻身城市营商环境

满意度前十强 。如此看来 ，我们的
营商环境已经很不错了，但还有没
有可挖掘的空间呢？

当然有。 对通关环节的监管证
件大幅“瘦身”，规范和降低口岸收
费 ，“一站式 ” 作业提升通关便利
化……当湖南营商环境日臻国际一
流、 各类外贸企业在市场中如鱼得
水，湖南经济必将更加活力四射。

“进博会”，再次让“四叶草”形
状的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傲然绽
放。“四叶草”又名幸运草，生活在这
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人人都是
无比幸运的。“进博会” 效应所带来
的市场、投资乃至增长的机遇，是湖
南的、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冯海宁

11月6日， 全国首例因网络个人大
病求助引发的纠纷在北京朝阳法院一
审宣判，法院认定筹款发起人莫先生隐
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违反约定
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 构成违约，
一 审 判 决 令 莫 先 生 全 额 返 还 筹 款
15313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尽管过去网络个人大病求助因开假
病历、捏造病情、挪用善款等行为引发过
一些争议与纠纷， 但一直没有进入司法
渠道谋求解决。 上述案例首次由法院裁
决，法院还向民政部、大病众筹平台发出
司法建议，这对于发起人、捐赠人、网络
平台、主管部门等都有着启示意义。

网络个人大病求助应该回到法治
轨道。虽然这种新兴的社会求助方式已
经帮助很多家庭筹到“救命钱”，但随之
而来的问题也不少。究其原因就在于这
种求助方式主要靠民间自律来维系，法

律法规尚未对此作出规范，而自律作用
有限。 从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案来
看，不仅发起人缺乏自律，隐瞒家庭财
产信息、社会救助情况，违反约定用途
使用筹集款，而且，网络平台也审核把
关不严。 假如不是发起人的妻子举报
“筹款基本没用”，网络平台不会要求全
额返还，这起案例也不会出现。

网络个人大病求助虽是民事赠与
关系，属于民间行为范畴，但如果这种
民间行为极不规范的话，影响的将是整
个公益慈善事业。据统计，截至2018年
底，仅轻松筹、水滴筹、爱心筹三家大病
网络众筹平台就帮助了373万多个家
庭， 筹款总额逾415亿元。 如此大的体
量，显然不能只靠自律。

笔者以为，要么在现有法律法规中
增加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相关内容，要么
为其“量身定制”专门法规。当然，主管
部门的法定监管职责，也应增加监督管
理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的相关内容。

丁慎毅

近日，一条题为《环卫工用高压水
枪打黄叶》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河南郑
州某街道环卫工用高压水枪打掉树上
的黄叶。环卫工说，领导要求看不见一
片落叶，他们只好用水枪打，以加速黄
叶落下，便于集中清扫。当地环卫部门
负责人表示，肯定不支持个别环卫工的
这种做法， 将加强相关作业的规范要
求，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领导检查时要求地面看不见一片
树叶？ 即使提前通知领导什么时候检
查，恐怕也很难做到如此。更何况现在
很多领导改明察为暗访，难道让环卫工
24小时站在树旁捡落叶？深秋冷风已袭
人，如果管理没有一点温度，环卫工情
何以堪？这样的管理，与其说叫精细化
管理，不如说是洁癖式管理。

这种洁癖式管理，不同时期有不同
的表现形式： 考核环卫工要数烟头、称
灰尘；玻璃门内张贴“内开空调”属于违
规； 商家招牌必须统一尺寸、 字体、颜

色；学生宿舍床上不能放布偶、学校放
学后课桌上不准摆放课本……如此机
械地把整齐划一当作美观与规范，把一
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偏好变成了管理的
标准。

问题在于， 如果真有效也就罢了，
事实却是，某些人明知不可持续，偏要
洁癖化管理，不沦为形式主义才怪。

任正非在一次访谈中说，最好的领导
者要有灰度，灰度就是包容。套用任正非
的这句话，如果说生活中有洁癖的人影响
的仅仅是自己和周边的人，那么有管理洁
癖的相关部门则影响了公众利益。

纠结于“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
下门”的贾岛，也会写出“秋风生渭水，落
叶满长安”这样的名句。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落叶景观
路，有的甚至成了网红打卡地。虽然说郑
州市城管部门回应并无 “看不见一片树
叶”要求，只要求有垃圾尽快扫掉，但环
卫工人的做法，不可能没有来由。这也提
醒管理者，对那些缺少温度、缺少审美的
思维，也要来一场“秋风扫落叶”。

阎淑萍

近几年 ， 中国城市争相拥抱
“马拉松”。 中国马拉松官网显示，
仅11月3日， 全国各地便有13场马
拉松鸣枪开赛，而这个数字在2010
年是全国一年的马拉松赛事量 。
《2018中国马拉松年度主报告 》显
示 ，截至2018年底 ，中国境内举办
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规模赛事共计
1581场，累计参赛人次达583万。

城市马拉松赛事缘何由过去
的 “冷门 ”骤然变成了 “热门 ”？原
来，举办马拉松赛事不只满足了大
众的体育文化需求，更能让举办城
市在马拉松赛事中“淘金扬名”。国
际田联发布的 《中国路跑运动报
告》 显示，2018年中国马拉松年度
消费总额达178亿元， 全年赛事带
动的总消费额达到288亿元， 年度
产业总产出达746亿元。

不仅如此，城市马拉松作为拉
动消费的“新引擎”，未来前景更加
广阔。目前来看，全程马拉松项目的
报名费从80元到240元不等。其中马
拉松爱好者的跑鞋是最大的消耗
品，在系统训练时期，平均每两月就

要买一双鞋，价格从400元到上千元
不等。此外，还有些“跑马”必需的装
备，像压缩运动衣，一块可测配速、
心率的手表等等。可见，马拉松催生
的“奔跑经济”潜力巨大。

当然，并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
推广马拉松 。不少跑者表示 ，体验
不佳的城市， 很难吸引参与者。眼
下云南已成为马拉松运动推广普
及地域最广的省份。云南省深度结
合当地自然景观 、民族特色 、非遗
项目、体育设施等对马拉松赛事进
行了全面规划： 去年开展的100天
100场马拉松， 从雪山、 梯田到江
河， 云南开辟了16个州市的100条
美丽乡村马拉松路线，拉动了乡村
旅游经济，跑道则成为全民健身步
道；云南腾冲界头镇的花海赛道未
来还将打造成智能化数字赛道，以
后“跑马”无需万人聚集，任何人在
任何时间都可以在此完成自己的
马拉松。

“奔跑经济 ”，特色优先 。城市
只有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成功通
过马拉松赛事推介城市形象。如此
看来，城市举办马拉松不应一哄而
上，而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首例“网络个人大病
求助案”的启示

洁癖式管理
难免沦为形式主义

心开放，诚意足，营造“近悦远来”生态
———“参加‘进博会’湖南学什么”之三

发展“奔跑经济”
须突出特色

从国庆假期付费自习室预
约满座 ，到前几天 “付费自习室
最低收费28元一天 ” 的微博热
搜，“付费自习室”一时成了热点
话题。

学习使人进步 ，学习也使
社会进步 。现在几乎所有城市
都 提 出 了 打 造 学 习 型 城 市 和

书香城市的目标 。 可以说 ，自
习 室 是 图 书 馆 和 24小 时 城 市
书 店 的 重 要 补 充 。未 来 ，城 市
的 综 合 学 习 系 统 还 会 增 加 什
么新成员不得而知 ，但现代人
主动学习 、积极进取的行为的
确值得赞赏 。

文/图 朱慧卿

乐见付费自习室悄然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