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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书记夫人”发飚，考验正常家校关系

异地医保的步子还需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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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有泥，心中才有底
“车不能过，还有脚不能到的地方吗？”

前不久，一位副市长到山区访贫，因为路滑
不能行车，遂改成徒步走访。他与未建新
房的贫困户一一面谈，摸清真实情况后，才
放心离去。这种执着，赢得当地群众点赞。

紧盯问题，不畏险阻，到群众最需要、
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体现的是访真贫的
态度、真调研的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调
研新风劲吹，干部下基层勤了，问的问题也
更接地气。对此，群众看在眼里。但在一
些地方，仍存在走过场、重摆拍的作秀式调
研，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踩点式调研，先
出报告、再找例证的逆向式调研。种种调
研虚浮症，调而不研、回避落实，违背了调
研的初衷，暴露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积
弊，不能不引起警惕。

脚下有泥，心中才有底。如同声音隔
墙传递会有所损失，调研如果不是“一竿子

插到底”，就难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周恩来
同志曾到上海一家钢铁厂调研，看到转炉
车间的工人操作时都汗流满面，他随即指
示要关心工人疾苦、改善工人生产条件。
不久后，国务院就发出了工业企业必须认
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要了解情
况，就得学习，就得调查。实打实调研，不
凭想象办事，依靠事实说话，制定措施、布
置工作才能更具针对性、实效性。

不可否认，如今交通、通信十分发达，无
论是通过专题汇报，还是视频直播，都能比以
往更快捷地了解基层情况。然而，仍有必要
强调“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
因为通过实地走访、当面交谈，总能聊出一些
平常不太能想到的问题，从而纠正一些认识
上的偏差。1961年春，邓小平同志深入京郊
农村调查，在公共食堂仔细察看，发现了难以
下咽的棒核儿面窝头。正因有了真实的所见

所闻，才有了后来他作出的关于调整社队规
模、公共食堂等方面问题的报告。调查研究
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研的过程，往往是
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的过程，省略不得，
更马虎不得。

领导干部是不是把调研当回事，有没
有把民生工作放在心上，群众心中有杆
秤。摸摸被褥暖不暖和，看看帐篷有没有
加厚，尝尝农民家里的水好不好喝，和乡亲
们一起盘腿而坐、细心交谈……近年来，习
近平总书记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山山水
水，深入基层调研，到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和广大城乡。一位村民感慨：总书记关心
的问题特别具体，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
计。其实，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沉
淀多少真情。对治理者来说，扎实走访、考
察也能增进与群众之间的感情，这正是调
研的意义所在。

“农产品滞销”套路
败露是爱心之殃

近日，山西临猗县政府发布的一则针对“临猗苹
果滞销”不当营销方式的声明引发关注。声明称，多
个电商发布“临猗苹果滞销”，利用打“悲情牌”营销临
猗苹果，给当地果业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有诸
多夸大失实之处。除了临猗苹果外，还有多个商家以

“苹果滞销”“鲜笋滞销”“菠萝滞销”等为由头售卖商
品，采用的都是同一名老人的照片作为宣传图。

母亲买过“滞销红枣”，一个朋友买过“滞销苹
果”，配图都是老农含泪“望果兴叹”。母亲说，也就几
十块钱，买一次试试。收到的红枣个头小，甜度欠佳，
说实话，单论品质，在市场上不好卖。现在，看到临猗
县政府的声明，献爱心买东西的人们作何感想？虽然
不能说悲情营销都是假的，但以此蒙蔽消费者的套路
显然不是个别。对这种虚构事实、骗取同情的营销，
恐难追责。一方面，调查虚实不是一般消费者能做
的，花钱不多疑似上当的个人往往没法较真；另一方
面，搞这种营销的网店没有什么审核乃至押金，即便
蒙人败露被“关店”，对捞一把就走的商人构不成实质
惩处。真正受伤害的，反倒是好心人的爱心。在某种
程度上，这是爱心之殃，也是诚信之殃。在我看来，优
质的农产品哪怕一时滞销，也不应走“悲情营销”的
路，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电商实现良性发展的
成功案例已有很多，“好货愁卖”的农户应努力以此摆
脱窘境。至于品质不佳的农产品，应被种养殖户淘
汰，更新培育优良品种，才是符合市场规律的选择。
让市场的事归市场，让慈善的事归慈善，“悲情营销”
才会淡出人们的视野。 文/小蒋

网上符咒
“转运符”、“辟邪符”、“招桃花符”等道教“符咒”，

甚至“开坛作法”，成为淘宝等电商平台一些网店的商
品，这些店主均自称“道长”，还有人贴出“道长证”证
明自己的身份。但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自称来自
浙江、广东、河南等地的“道长”，均非真正的道教教职
人员：有的没有登记备案，有的所称道观根本不存
在。（5月14日《新京报》）

宗教讲仪式感，法物流转讲究出处，假冒僧道骗
钱，在真和尚真道士及虔诚信众眼里是亵渎行为。对
网上假冒道士卖假符咒的事，中国道教协会的工作人
员表示，道士有严格的认证流程，假冒宗教教职人员
进行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网上这些兜售假符咒的假道长，有赖真道长们
前去降服，若道长们忙于修道无暇他顾，有关监管部
门可依法整顿。帮衬这些假道士的买家也该醒醒，既
然是假的，买了也没用，何必浪费金钱浪费感情。

文/小强图/春鸣

这两天的微信朋友圈被“川航机长”刷屏
了。5月14日清晨，川航3U8633在重庆飞往
拉萨途中，驾驶舱右座前风挡玻璃破裂脱落。
千钧一发之际，机组人员操作得当，飞机紧急
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机上人员除几位轻伤
外，均平安落地。驾驶飞机成功备降的机长刘
传健赢得一片赞誉——“川航机长，你太牛了”

“川航8633，万米高空的‘奇迹’”……
网友的留言中，“英雄”“致敬”是高频词。

有人称赞机组成员心理素质强大，有人佩服机
长“史诗级”生死迫降的超强本领，有人致敬机
长在极端环境中保持清醒、准确操作的坚强意
志。所有这些，在笔者看来，最核心的是机长
及全体机组成员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

这次备降到底有多难？据多名专业人士
透露，驾驶舱前风挡玻璃脱落，瞬间失压和零
下几十度的温度，加上自动设备无法正常使

用，只能靠目视和人工操作备降，确实非常不
容易，堪称“世界级”。“瞬间失压和低温让人非
常难受，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困难。”刘传健事后
坦言，此次飞行事故的情形跟电影《空中浩劫》
里提到的英航5390航班很像。没有过硬的专
业素养，处理这起飞行事故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飞行员，刘传健想不到会遇到与英
航5390航班几乎一模一样的飞行事故，也不
会想到自己会因为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变成
全国人民口中的“英雄机长”。这条航线他已
经飞了100多次，每一次都是以普通飞行员
的身份。当飞机在高空中发生故障，当所有
人命悬一线，他只想着能不能把飞机安全操
作下去。他倾尽全力做了机长该做的一切，
也做到了一个机长能做到的一切——而这个

“能做到”，则完全取决于他长期历练出来的
专业素养。

专业素养是一个行业被社会尊重、一个
人让他人敬佩的重要内核。“群众最喜爱的检
察官”周会明之所以受群众爱戴，是因为他用
高超的反贪本领守护了西藏山南“山清水秀”
的政治生态；“大山卫士”刘真茂感动中国，是
因为他作为一名护林员的痴心坚守；“B超神
探”贾立群广受赞誉，是因为他的B超技术和
对患者贴心的服务。今天，人们纷纷为“川航
机长”刘传健打CALL，也是因为他在飞行领
域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和素养。

榜样指引前行的方向。虽然并非所有
行业都如飞行员一样，需要面对极端危险，但
是每个行业、每个岗位都有特定的职责使
命。每个人都应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保持良
好的专业作风和专业精神，关键时刻站得出
来，危及关头豁得出来，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
候，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异地医保能实时结算，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异地就医难题，进步固然可喜，但要满足
群众的实际需求，步子不妨迈得更大一些。

说起异地医保，似乎只要实时结算落
地，就万事大吉，其实没这么简单。首先，
门诊的费用还无法实时结算；其次，结算的
标准，是按照投保地为准。这就给参加异
地医保的患者带来了很多不便。

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结算？按
理，异地医保医疗费用的个人负担水平，应
该大致与医保地等同，实际却不然。有一
位医保地在北京、但长期在外地工作并就
地安置的患者，多年来，无论是门诊还是住
院，其医药费报销的比例几乎没有一次超
过 50%。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报销标
准有差异。例如，他所在的城市，做一次心
电图收费30元，而北京做一次收20元，结

果，这10元的差价，就要让患者承担。一张
440元的激光治疗账单，到了北京，只给报
销 32 元，408 元的差价，还是由个人承担！
还有，此地医保可以报销的某项药品或医
疗服务项目，彼地医保却不让报销。作为
患者，哪里弄得清？但常常要为这些问题
买单。类似问题交织，异地医保的报销总
数下降了，而个人的负担却上去了。

既然允许参加异地医保，就该按照“异
地”的医保报销标准核准报销费用，这样，
就可以避免同样的医疗服务，因为不同地
区的价格差异，而让个人承担差价这类问
题的一再发生。

况且，既然是异地医保，让数据多跑路，
患者才能少吃苦。医疗服务的信息能否通过
云数据、借由全国统一信息平台进行集纳汇
总？能不能把每次异地报销的费用细目，通

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电子钱包、电子医保账单
等方式，给异地医保患者一个具体的交代呢？

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季节性流
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医保的保障服务，如何
跟上和满足这些老年人的跨地域需求，也是
一个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如何让不同地区
的医疗服务，能够在医保体系中逐步实现同
质同价，是相关部门应该发力的方向。

异地医保关系万千民生，看似繁杂多
元的利益诉求，落实下去，都是一家一户治
病的小算盘。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实际上
涉及“参保地”与“就医地”间利益的重新调
整。做好异地医保工作必须放眼全局，立
足具体，才能找准问题的症结和痛点。那
种大而化之、蜻蜓点水、得过且过所带来的
痛，落到任何一个具体患者的身上，都会大
大降低这一伟大改革举措的获得感。

破墙竟成“两居室”
房管所说什么就是什么？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房管所相关人员伪造资料
套取政府专项维修资金事件，日前有了处理结果。据
汕头市监委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超过237万元，22人
涉案。（《南方》杂志微信公众号5月15日）

在“小蝇巨贪”一再冲撞人心的现实中，22人涉
案，涉案金额超过237万元，并不让人感到惊愕。但
是，这宗“塌方式”腐败仍有颇多看点，比如汕头金平
房管所在职员工59人，涉案人员超过三分之一。

涉案人员的敛财手段谈不上多有技术含量，无
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通过弄虚作假借以中饱私囊。
说是“重修厕所”，办案人员到住户处一问，却发现一
年来连个“天花板”都没有刷过。说是一套两居室，

“多次花费财政资金进行了修缮”，办案人员实地一
看，只是一堵孤零零的墙，“墙角连个老鼠洞都没有”。

这起腐败事件之所以败露，不是“深喉”举报出来
的，也不是上级部门查出来的，而是广东省审计厅在
对汕头市金平房管所2016年公租房、直管公房零星
修缮工程审计时发现的。既然审计部门能审计出来，
房管所的上级部门为何没监管出来？金平房管所伪
造资料套取维修资金存续时间久，涉及范围广，迟迟
未被发现，着实耐人寻味。 文/王石川

这个周末，“严书记的女儿”火了。事情
发生在成都一家收费不菲的幼儿园，据悉是由
于当地某市委副书记的女儿在这家幼儿园经
常欺负同学，老师在内部群说要给她单独坐，
结果误发到家长群，引起“严夫人”当场发飙，
要求老师公开道歉，并表示要找学校开除老
师。目前，学校回应并没有开除老师，而网上
流传一份“严书记”本人的情况说明，表示已与

“严夫人”离婚五年，对此事不知情。
当事幼儿园已经正式回应，说明事情不

会是虚构的，那份“严书记”的情况说明，从行
文来看也不像是PS的，应该是组织上要求他
本人写的，但可能是事情还没完全搞清楚，又
凑巧是周末，所以官方尚未正式表态。

不过，就目前网上披露的有关情况看，这
事情显然不单纯是官员“家风”问题，已涉及

“严书记”本人的问题。有网友质疑，这所幼儿
园每月1万元，校车费2000元，远超一个副厅

级干部的收入，“严书记”能否有如此大的能
力，令人怀疑。还有人披露，“严书记”上周还
到过小孩所在班级，每周末都回家，而且他们
还有一个三岁多的小儿子在读婴班。“严书记”
离婚五年，和前妻却还有一个三岁儿子，这又
是什么情况？

既然这事情还有待于官方调查结果，“严
书记”是否涉及违纪违规也就不用急于下结
论。但孩子母亲，不管身份是前妻也好，仍然
是名正言顺的“严夫人”也罢，在家长群中这么
大发雷霆，对学校和老师摆出十足官太太架
子，显然是非常不理智、非常愚蠢的做法。别
说学校不是你家的自留地，老师不是你家的家
教，就算觉得自己占了道理，也不该如此趾高
气扬。如果认为学校和老师做法有问题，也该
通过正常合理的途径来解决。

话说回来，很多人可能忽视了这桩风波
的起因在于，老师准备给“严书记”的女儿单独

安排座位，或者清空她周围的同学。虽说这么
做的理由是小孩经常打其他同学，但通过这种
办法孤立还在幼儿园阶段的小孩，也不是正确
的做法。如果给这小孩单独安排座位是临时
性的举措，倒也罢了，但如果是长期性的安排，
让其他人孤立她，确实不妥。孩子进了学校，
自然应当服从学校和老师的教育管理，但老师
应从孩子年龄和性格特点出发，循循善诱，不
能采取这种冷暴力的方式对待。

何况家长和学校之间，不该是比谁权势
大，而是要看双方是否存在平等、良性的沟通
渠道。家长不能因为自己有钱有势，就对学校
和老师吆三喝四，而学校和老师对待学生也应
一视同仁，不能对有钱有势的家长低三下四，
对普通学生家长又是区别对待。在这桩事情
中，学校和老师看似弱势一方，值得同情，但也
要看到，老师在对待调皮孩子的做法上似乎也
有不妥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