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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湘

9月10日，省委、省政府出台禁令，剑指利
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提篮子”
牟取私利的行为。这一禁令的出台，对于最大
限度挤压“提篮子”的市场和生存空间，还社
会以公平正义， 从而实现湖南政治生态风清
气正，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

“提篮子”的本质是“空手套白狼”。一些人
尽管自己没有任何权力， 但善于打领导的牌
子，借权力的威力，为自己和他人办事了难，牟
取不当利益。 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来
看， 在一些领导干部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中，
“提篮子”的事情并不鲜见。江西省原省委书记

苏荣的妻子于某，就是“提篮子”的高手。她借
用丈夫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中饱私囊，以至
于在江西的坊间，“有难事找于姐”尽人皆知。

习近平总书记曾劝诫各级领导干部：“必
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不得默许他们
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杜绝“提篮子”
现象， 最重要的是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充分发挥法治的力量，规范权力运行。领导
干部要破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特权思想，
不为亲所误，不为情所累，管好而不是纵容、制
止而不是默许亲属和身边人的“提篮子”行为；
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并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要加大巡视巡察力度，
纪检监察部门要及时跟进，杜绝制度的漏洞，

纠偏权力的任性妄为。
要挤压“提篮子”者的空间，有必要借助人

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
“提篮子”者的一举一动难逃群众的监督。相关
部门一旦发现来自群众的举报线索， 就要立即
寻根溯源，及时对那些胆敢以身试法、任意触碰
纪律的人给予相应的打击处理。

“提篮子”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污染了政
风民风。职责部门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而
起到警示一批、规范一片的震慑作用。鉴于“提
篮子”现象市场不小，根基颇深，必须进行“持久
战”，直至让“提篮子”无空可钻，已钻了空子的
也要让其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斩断“提篮子”者的黑手，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

一双号称具有生物力学矫正功能的
定制鞋垫， 在南京一家公立医院卖2600多
元，引发患者质疑。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鞋垫是在200多元
一双的鞋垫“毛坯”上稍作加工而成的，卖
一双就能获得2000多元毛利， 而医院的医
护人员竟然能从中拿到200元提成!

据悉，当地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公
立医院挂着人民医院的牌子，却与无良厂
商合谋，对“人民”和“医院”实在都是一种
羞辱。

画/王铎 文/慎思

“扶贫变扰民”不是“黑色幽默”

毛建国

9月2日， 浙江金华一80后小伙子骑电
动车经过一路口时， 扶起一位骑电动车摔
倒的老人， 没想到对方反报警称是被他撞
倒。事发后，交警通过调取事发路段店家监
控，证实小伙未撞到老人。终获清白的小伙
表示将起诉讹诈的老人一家， 后来经过警
方耐心说服，放弃了起诉。

一个始终保持希望的社会， 从来就不
缺少直面问题、舔着伤口前进的勇气。这些
年来，对于“扶不起”的反思与谴责不绝于
耳，“扶不起” 却成了很多人不愿触碰的伤
疤。2014央视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就直
面了这个问题，其中一句“人心要是倒了，
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激起了无数人的共
鸣。在很多人看来，“扶不起”俨然是人性最
大的痛，解决了这个问题，整个社会公共道
德才会向前跨越。

道德谴责隐藏着朴素的舆论正义，不
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可是很多时候，道德谴

责只对有道德者有用。在“扶不起”中，讹人
者早已经没有道德感和耻辱感了。 在其功
利判断里， 如果讹人成功， 可以拿到一笔
钱；如果讹人不成功，大不了说声抱歉，把
原因解释为误会。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反腐败中寻
找经验和启示。就是说，解决“扶不起”问题
同样需要实现“不敢讹、不能讹、不想讹”。
谴责之余，提高“道德碰瓷”的成本，让“扶
不起”变成“讹不起”或是有效路径。

这位浙江金华的小伙子表示出起诉念
头后，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之所以如此，
正是因为人们对“扶不起”受够了，迫切希
望出现“讹不起”。在“不敢讹、不能讹、不想
讹”中，最理想的是“不想讹”，但目前务实
一点的做法是在 “不敢讹” 上多做一点努
力，对于讹人者加以法律的约束和惩处。如
果在现实中， 当事人理直气壮地对讹人者
提起诉讼，让法律发挥出更大撑腰作用，让
讹人者付出应有代价，“扶不起” 就会转向
“讹不起”，社会风气就会逐渐健康清朗。

医院的天价鞋垫
羞辱了谁？

让“提篮子”者竹篮打水一场空

新闻漫画

邓海建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不过，当下因为老
师管束学生而引发家校矛盾的事件时有发
生。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77.9%的受访者支持教师用适当的方式管束
学生；而私下批评、适度当众批评和通知家长
是受访者接受度较高的老师管束学生的方
式。

自古以来，所谓师道尊严，就是不仅要让
教师在收入上有职业荣耀感， 还得赋予他们
合理适度的教育惩戒权。

无独有偶。前些时候，《中国教育报》的一
项问卷调查显示，当学生违反校规、校纪时，
只有26%左右的老师表示会对这样的行为实
施惩戒。很多时候，罚站不敢罚久，批评不敢
说重； 家长一旦找上门来， 学校多半处于弱
势，老师被要求写检讨、扣工资……“校闹”面
前，戒尺早就束之高阁，泛滥的赏识教育自然
一路跑偏。由此产生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方面
是教育者对惩戒责任的选择性推卸， 另一方
面是受教育者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纠偏。

教育家马卡连柯说，“适当的惩戒不仅是
老师的权利，更是老师的义务，不了解惩戒，
老师就放弃了一部分自己应尽的职责。”在美

国，尽管大部分州的公立学校禁止体罚，但教育
者的权益依然获得法律的贴心保护。反观我们，
在革除“鞭笞教育”弊端的同时，却陷入了“该管
不敢管”“该说不能说”的另一个极端。

甲骨文中的“教”字，是由三部分组成：爻，
算筹；子 ，孩童 ；攴 ，手持鞭子 、棍杖的师者 。很
多人忘记了 ，我们挂在嘴边的师道尊严 ，恰恰
来自下面这句古训 ，“凡学之道 ，严师为难 。师
严 ，然后道尊 ；道尊 ，然后民知敬学 。”在全国
教育大会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时代背景
下 ， 恐怕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为师之道全都
弄丢了吧。

完整的教育体系，一在知识，二在规则。不
要担心有了惩戒权的老师都变成洪水猛兽，监
督在、规矩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绝大多数老
师在运用权限上自有尺度、自有分寸。

该把合理惩戒权交还给老师

让“扶不起”变“讹不起”

沈道远

最近，一张贫困户家的“门前照”在网
络上刷屏，一下子“火”了。照片显示，贫困
户家门紧锁，门前墙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各位领导：本人已经脱贫，请不要再来打
扰了”。 扶贫干部翻山越岭来走访贫困户，
却不料吃了“闭门羹”。

这样的尴尬局面， 确实有些让人啼笑
皆非 。但 “扶贫变扰民 ”不是一则 “黑色幽
默”，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具体，很深刻。
揆诸现实，一些地方的“扶贫”确实在浮躁
作风或形式主义的推动下演变成了 “扰
民”，大致如下：

痕迹管理走样，走访缺乏真诚。有的地
方为让扶贫干部深入贫困群众， 出台考核
规定， 硬性要求每个月至少要到贫困户家
中走访一次，甚至更多。而且每次走访都要
拍照，都要贫困户在帮扶手册上签字确认，
或者加盖手印，美其名曰“痕迹管理”。有的
扶贫干部为了完成走访任务而走访， 人虽
然到了贫困户的家中，但是也是匆匆寒暄，
缺少走访真诚 ， 没有起到帮扶的效
果。在这样走访帮扶的过程中，贫
困户没有 “获得感 ”，相反还要牺
牲时间“配合演出”，久而久之，便
会心生厌恶。

层层督查问效， 深受迎检侵
扰。 一些地方脱贫攻坚时间紧任
务重，为了按期脱贫摘帽，工作层
层加码，各种督查也是层出不穷，
这导致基层的扶贫干部经常是忙

于迎检。最让基层扶贫干部头痛的是，各级
扶贫检查的标准不一，为了准备迎检资料，
扶贫干部不得不经常走访贫困户， 要求他
们在不同版本的资料上签字或者盖手印。
除了准备资料， 扶贫干部还要详细地给贫
困户讲各种极其专业的脱贫指标、 扶贫政
策、收入算法，这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村
民而言，造成了认知负担和学习压力。

走访安排欠妥，打乱村民生活。扶贫走
访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必须充分
尊重农村实际，科学合理的安排。可是，一
些扶贫干部走访帮扶贫困户时， 常有扰民
的情况。比如，有的帮扶单位走访贫困户却
不熟悉农村线路，常需要贫困户充当“带路
人”，或者与农村“逢场赶集”时间冲突，打
乱他们正常的生活安排。

扶贫工作涉及的人多面广， 需要处理
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 稍微一个地方没有
考虑周全， 就会对贫困户造成不必要的干
扰。不让“扶贫变扰民”成“黑色幽默”，无疑
要下足“绣花功夫”，把工作做细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