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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窨井吞人，物业难辞其咎

挖掉传销毒瘤 更要驱除传销“心魔”

术中加价罚三千元“吃相”太难看

警惕“泛化问责”背后的形式主义
未及时接听巡查组电话，被问责处分；扶

贫手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登上“黑榜”被全
县通报；本是可以批评教育的轻微违纪，但为
了“凑数”还是给予了党纪处分……近来，各地
一些执纪简单化、问责粗线条甚至乱问责、错
问责、问错责的现象冒头，虽然事后相关处理
均被撤销，却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问责，是为了
将工作失误和不良作风及时揪出来。这不是
褒奖式的“锦上添花”，而是惩戒式的“当头棒
喝”，尤其需要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有什么
问题就查什么问题，问题多大处罚就多重，一
切要严格按规矩来。反之，倘若为了问责而问
责，甚至出现“泛化问责”倾向，不仅无益于问
题解决，还会让被问责干部内心有结，其他党
员干部感到不公，完全无益于作风建设。

问责“跑偏”“脱靶”，究其根由莫不是形式
主义作祟。正如有基层纪检干部在接受采访

时无奈表示，他一年被要求办5个案子，但街道
层面几乎查不出“大问题”，只好到处翻腾“小
线索”。“哪个社区普通党员被查到赌博，就追
加一个小处分，既完成了任务，也不得罪人。”
事实上，这种纠结心态映射到一些党员干部的
日常工作中，恐怕更具有普遍性。比如都不愿
成天泡在会场，但大会小会还是要反复开；都
明白“痕迹主义”要不得，但各种记录一本不能
少……凡此种种，让人不禁要问：形式主义究
竟有怎样的魔力，能够让那些明明反感它的
人，深陷其中而无法摆脱？

正所谓“不怕人无我有，就怕人有我无”，
形式主义之所以位列“四风之首”，很大程度就
在于其暗含“不能落于人后”的压力。以问责
为例，在一些地方异化成了矫枉过正。当大家
都在为了轰轰烈烈的形式而加码，甚至上纲上
线时，那些问题数量“不达标”的，面子似乎就
有些挂不住，不得不随波逐流“搞形式”。在从

众心理影响下，谁都不想因为“落单”，而成为
“负面典型”。

值得警惕的是，形式主义还有利可图、有
机可乘。形式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无实
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专做那些看着
漂亮、影响力大、能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在
这种风气侵蚀下，“干老实事，说老实话”的人
反而吃亏，这无疑是恶劣的负面示范效应。

当基层干部一边抱怨形式主义，一边身不
由己搞形式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警惕，这已
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从这个
意义上说，根除形式主义仅靠一纸文件层层转
发并不能奏效，必须扭住“实”字用功发力。只
有在每一个环节都“实”字当头，切实筑牢遏制
形式主义的“防火墙”，才能真正杜绝用假成绩
糊弄上级、用假把式糊弄群众、用假反省糊弄
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功夫用到察实情、
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传销组织“蝶贝蕾”再次受到了法律的惩
罚。近日，4名“蝶贝蕾”成员被廊坊市安次区
人民法院一审分别认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非法拘禁罪等3项罪名，获刑3至8年不等。

这次案发，是由2017年的一起命案牵出
的。彼时，一名邱姓大学生误入“蝶贝蕾”传销
组织，在传销组织窝点，他被其他成员强制灌
水之后死亡。而与“蝶贝蕾”相关的另一名受
害者的名字，大家或许更为熟悉：2017年5月，
大学毕业生李文星在找工作时，被诱骗至传销
组织“蝶贝蕾”，7月，他的尸体在天津静海的一
个池塘被发现。

据熟悉传销的人士称，传销有“南派”和
“北派”之分。“南派”传销更注重精神控制，“北
派”传销则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基本手段。实际
上，两者并不是绝对分开的，而是互相渗透的。

在绝大多数传销组织中，都同时存在一定的人
身控制和精神控制手段。

在精神控制方面，一些大学生尽管是被
诱骗而来的，但在传销窝点被端以后，却不愿
回家，“打而不散，遣而不返”。这是因为传销
组织被剪除了，精神控制却仍然存在，传销之

“毒”已经渗透到了这部分成员的思想。一名
办案人员说，新人先会被要求在“课堂”上朗
读成功学书籍，甚至背诵上课内容。下课后，
新成员回到寝室，而寝室里通常除了他之外
几乎全是被洗脑成功的老成员，“老成员会

‘监督’新成员的洗脑程度，等到新成员‘思想
稳定’了，守规矩了，才能让他与其他新成员
住在一起”。

大学生社会阅历本来就较浅，又急于找工
作，急于“成功”，在高强度的“洗脑”之下，很容

易丧失自己的判断力，认同起传销理念来，甚
至从“受害者”转化为“施害者”，继续去拉新的

“下线”，心甘情愿地传播传销之“毒”。即使在
被警方打击之后，知道自己被骗了也不甘心，
还做着发财梦，想继续坑害别人。传销的“心
魔”一旦生成，单靠警方已经无法解救他们。

因此要彻底铲除传销“毒瘤”，还需要靠社
会综合治理。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加强对传销
组织的打击力度，进一步精准适用法律，让组
织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强
法律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形成健康的财富观、
人生观。天上不可能掉馅饼，所谓不劳而获、
一夜暴富的捷径，往往是别人挖好的陷阱。从
整个社会来说，要关注大学生求职问题，帮助
年轻人做好合理的职业规划，不再被传销的邪
路诱惑。

12月3日，湖北省卫健委发布2018年全省
卫生健康十大典型案例，其中黄冈名仕医院

“术中加价”案引发关注。据通报，今年4月，医
院在治疗前已向患者王某收取治疗费2000元，
但手术过程中要求患者再交2000元。王某因
疼痛难忍，在医院的要求下告知银行卡密码，
该医院随即派人去银行取款1700元后，才顺利
进行手术。（12月5日人民网）

又见臭名昭著的术中加价，“吃相”之难看
令人大跌眼镜，影响之恶劣无以复加。这跟

“持刀抢劫”有何区别？任何行业和职业都有
底线，践踏底线者就应该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再没有“重操旧业”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当
时黄冈名仕医院受到的处罚是：警告+罚款
3000元。不管监管部门本意如何，这种处罚客
观上起到了纵容的效果。

无独有偶，最近甘肃的兰州现代男科医院
也上演了类似一幕：一外地患者躺在手术台
上，身体被麻醉，包皮手术刚做到一半，医生突
然停下来说手术费不够了……于是患者拖着
伤口下楼缴了一万多元的费用。相关部门介
入后，发现该院存在术中加价、伪造医学文书
等多方面的问题，罚款医院5万元，吊销手术医
生医师的执业证，并责令医院停业整顿。

术中加价早已成为行业一大毒瘤，若不及
早清除必将危及民营医院乃至医疗行业的形
象和公信力。事实上，尽管术中加价人人喊
打，但类似案件依旧高发，媒体公开报道的只
是少数。有些医院是屡罚屡犯、死不悔改，毫
无廉耻意识、底线意识。甚至，若不是某些医
生“吃相”太难看、手段太奇葩，公众都“审丑疲
劳”无力吐槽了。

说到底，还是处罚太轻，医院和医生都感
觉不到疼。这些民营医院不仅摸透了制度的
漏洞和监管的“脾气”，也摸透了患者的心理。
术中加价一般涉及包皮、人流等难言之隐，医
院套路深、手法娴熟，料定患者不会轻易把事
情闹大，遇见较真儿的就用钱封口。即使最后
相关部门查下来，多数情况是罚点钱，最坏也
不过停业整顿几天，待风声一过再操旧业……

种种迹象表明，丑态百出的术中加价已成
为某些民营医院过度医疗的新模式，某些无节
操的医生让手术刀沦为“宰人刀”，一再玷污那
身白大褂。相关部门必须拿出主动、积极的作
为，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弥补监管漏洞、畅
通举报渠道等多种措施，使违法成本远大于违
法收益，甚至“一票否决”，从而倒逼医院和医
生树立底线意识和廉耻意识。

12月4日晚，杭州下沙观澜时代云邸发生
一桩悲剧：小区一名怀孕7个多月的女租客，跌
入深达4米、水深1.5米的窨井内，经抢救无效
死亡。

事发后，小区窨井盖哪里去了，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据《钱江晚报》报道，记者在事发
现场附近找到了一个已经破损的空心塑料壳，
这就是小区的窨井盖。在小区里，还可以看到
类似的窨井盖。对于事发原因，有人说是车子
在停车时压碎了窨井盖，也有人说，窨井盖本身
就已破损，导致女子不慎坠入。

但无论是上述何种原因，责任都非常明
显，即小区窨井盖的质量及其维护存在严重问
题，导致了悲剧发生。一块用空心塑料壳制造
的窨井盖，能有多少承重力呢，这根本不需要讨
论。何况，窨井盖就在停车场边上，车子来来往
往，难免来回碾压，用塑料材质制造的窨井盖，
其安全隐患非常明显。

这事情的责任可能涉及物业、开发商或市

政部门。一般来讲，小区物业要定期巡查辖区
内有关设施的安全状况，对此负有主要的安全
防护责任。物业发现窨井盖有质量问题或安
全隐患，应及时维护或更换。如果小区还在开
发商的保修责任期内，开发商应负责更换已损
坏设施。此外还要看市政部门是否因施工导
致窨井盖未及时复原，若是市政部门工作人员
操作不规范导致，则负有相应责任。哪怕窨井
盖权属存在争议，物业也有责任及时发现，设立
警示标识，并积极寻找责任单位。就这桩悲剧
而言，可从上述角度厘清责任归属。

但是，悲剧已经发生，落实清楚责任人、进
行相应赔偿，也不过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怎
样防止悲剧的发生，不让身边的窨井成为夺命
陷阱，这是眼下同样迫切而重要的问题。前些
年，夺命窨井盖的案例时有发生，有的地方竟出
现“竹片窨井盖”，引起了广泛关注。竹片窨井
盖或许没有了，让人没想到的是，形形色色的问
题窨井盖至今未曾退场，甚至就存在于我们的

身边。
这里呼吁各小区物业从这起不该发生的

悲剧吸取教训，对辖区内窨井进行安全巡查，对
不符合质量标准、存在安全隐患的窨井盖，及时
联系有关单位或与业委会协商进行更换。小
小一块窨井盖，本身不需要多少成本，一个小区
的窨井盖数量也不至于多到哪里去，如果连这
笔钱都要省，以次充好，甚至使用伪劣产品，这
就不只是安全意识淡薄，而是昧着良心赚钱了。

责任与安全意识需要人的自觉，是发乎内
心的对生命的关心，否则再严格的监管制度也
可能沦为虚设。一些悲剧的发生，表面看是相
关设施存在质量问题，根子上还在于责任与安
全意识缺失。物业管理本身就千头万绪、繁杂
琐碎，要是没有这点自觉意识，很多事情更容易
发生扯皮，没法落实到位。试想，小区物业人员
如果平时对窨井盖多留一个心眼，及早发现安
全隐患并采取整改措施，这起悲剧又怎么可能
发生呢？

耍官威的病得好好治一治
微博名为“交警刘亮辰”12月2日16点24分发布

帖子称，据网友爆料，南宁因马拉松比赛，交警部门对
部分道路进行交通管制，但一辆车身有海关字样的小
轿车试图强行通过，被交警拦截，车上人员下车后质问
并辱骂交警。并口出“我工作的时候你们连开裆裤都
没穿”、“把你们领导找来，你们局长都是我部下”等言
论。南宁邕州海关2日晚间通报，针对网传南宁两男
子驾海关标识车辆试图强行通过交通管制路段遭拦截
后辱骂交警一事，该关获知情况后，已与交警部门联系
沟通了解情况，并对其工作人员不当语言表示歉意。
目前，该关正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进行处理。（新闻来源：
中国新闻网）

虽然事件的起因以及具体经过还有待进一步调
查，但海关人员试图驾车强行通过并出言不逊，无疑是
再明显不过的耍官威。在法治社会，即便海关人员是
在执行监管任务，也不能成为违反交通管制、破坏道路
秩序的理由；即便有关交警言辞不当，当事人也不应以
干扰执法的方式抗议。希望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好好
治一治违规人员耍官威的病，更希望其他有关工作人
员以此事为鉴，彻底根除身上的特权思维。

文/丰裕图/杨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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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僵尸企业”刻不容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11

个部门4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
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尚未确定过

“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名单的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各级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在本通知发布
后三个月内确定首批名单。要合理安排确定后续处
置企业名单，原则上应在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
作。通知明确，分类处置“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的
直接债务，提出要完善政策与制度环境，加大对兼并重
组的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和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提供发放并购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
行并购票据和引入并购基金。（新闻来源：经济参考报）

“僵尸企业”长期依赖于救助和帮扶，阻碍了技术
革新和产品升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清理“僵尸
企业”刻不容缓。本次通知的出台，有利于加快“僵尸
企业”出清，为市场剔除肌体死细胞，是助推经济提质
增效的一项有力举措，期盼能尽快落到实处，达到实
效。 文/欣桦萌图/徐骏

报孩子失联是现实版的“狼来了”
据温州乐清警方通报，备受关注的“乐清一男孩

失联5天，家人悬赏50万求线索”一事，是一起被蓄意
策划、谎报的警情。该男孩母亲陈某，因与在外经商的
丈夫存在感情纠纷，为测试其丈夫是否关心重视其母
子，编造了孩子失踪的虚假消息，并向警方报警。

孩子平安无事，令人欣慰。可因为孩子母亲无中
生有制造的“恶作剧”，公安警力，志愿者，很多市民等，
都被假消息所欺骗，大家一边热心而又焦虑地寻找孩
子，一边假设着不愿看到的结果。不曾想，到头来却是
虚惊一场。

谎报孩子失踪引发一场大救援，是现实版的“狼
来了”。假警情消耗了大量公共资源，扰乱了社会秩
序。更叫人忧虑的是，以后“狼”真的来了，会不会也有
人以为是假警情？尽管公共管理和社会爱心可能没那
么脆弱，一次假警情，虽说存在透支爱心的问题，却不
可能熄灭爱心。但如同网友说的一样：“愚弄了别人的
善良，就是种可耻的行为。”人们的善良总被如此消耗，
尽心尽力地寻找救援也会有被耗尽的一天。

除了依法处置谎报警情者，本次事件中最受伤害
的，是未成年、被母亲和其他亲属操纵的11岁的孩
子。对此，还需要社区、学校和相关机构，对孩子进行
及时的安抚及心理疏导，把不良行为对孩子的影响降
至最低。 文/马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