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岁的菏泽小伙刘国栋，
感动了很多人。母亲早已改嫁，
父亲患精神疾病，奶奶85岁高
龄……自小便被确诊为脑瘫的
刘国栋，早早地挑起整个家庭
的重担。命运给了他太多的不
幸，但始终没有让他放弃对亲
情的珍惜，生活更赋予了他过
人的意志品质和奋斗精神。

不屈服于困境，不懈地争
取更好的生活，刘国栋的事迹
得到了人们的一致称赞，身残
志坚中的确蕴含着满满的正能
量。对一个17岁的年轻人来说，
对一个身体上有残疾的患者来
说，压在他身上的担子太重太
重了。人们称赞他，恰恰是因为
他的事迹突出，他的意志品质
是独特的。相对于其他有类似
情况的家庭，刘国栋的家人是
幸运的，他们拥有这样一个“顶
梁柱”。

听闻刘国栋的事迹，想必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对于

一个本就贫困还降生了一个脑
瘫孩子的家庭而言，刘国栋一
家是多么幸运。家庭条件的改
善，高龄奶奶和患病父亲得到
的照顾，几乎都依赖一个孩子
个人的不屈奋斗。为了家人有
更好的生活条件，刘国栋靠自
己的努力以及东拼西凑，给家
里盖了新房子；他还拿定主意，
将家中积蓄投入柴鸡养殖。就
算对一个健康人来说，在这样
的家庭里，在这样的年纪时，都
未必像刘国栋这般有胆识、有
魄力。换句话说，刘国栋一家的

“幸运”有很大的偶然性。
这个尚不满 18岁的年轻

人，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赞，正是
因为在人们的思维定势和一般
经验里，具有相似情况的家庭，
更大的可能是陷入困苦的泥潭
无法自拔。刘国栋也说，他14岁
时曾被其他孩子抢走过 90元
钱，当时“真想一死了之”，而当
时的“一念之差”，恐怕就会让

这个家庭瞬间崩溃。一个家庭
要脱离困境，如果完全依赖
某个家庭成员的坚强品质，
或是依赖某些不可控因素的

“眷顾”，那风险也就太大了。
刘国栋的经历，恰恰反衬出
在面对这样的家庭时，各方给
予的关注与帮扶还存在很大的
提升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减贫
工作时，强调“在扶贫的路上，
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
一个贫困群众”。其实像刘国栋
一家这样的情况，就是需要重
点关注并重点帮扶的，他们面
临的致贫风险远远大于普通家
庭，他们完全靠个人奋斗脱离
贫困有着太大的不确定性。不
是说个人奋斗不重要，而是在
鼓舞主动脱贫的志向之外，扶
贫工作要更好地起到兜底的作
用。就像刘国栋养殖柴鸡时，如
果能获得一份免费的农业保
险，或是专业机构的技术支持，

或许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损失，他也不会因为周边的质
疑，险些失去这样一个改善家
庭条件的机会。

当然，刘国栋也是很幸运
的，因为他的事迹受到了舆论
关注，柴鸡销量不错。人们不免
担心，是不是还有一些家庭，面
临相似甚至更不乐观的情况，
却仍处于舆论的视野之外。显
然，有必要排查并发现类似
的家庭，对其加以特别的关
注，建立起制度化的兜底体
系，以有效的兜底措施遏制潜
在的致贫因素，才能彻底扭转
贫困的恶性循环。就像人们所
看到的刘国栋的遭遇，17年前，
因为住不起院，母亲在家里生
了他，脐带绕颈造成小脑缺
氧，巨大的压力让母亲选择
离开，父亲遭受双重打击罹患
精神疾病……这条从贫困到贫
困的链条，给予扶贫工作深刻
的启示。

点赞“脑瘫小伙”，斩断致贫链条

□毛建国

有消息称，环保部已向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城市下发《关
于请做好散煤综合治理确保
群众温暖过冬工作的函》特急
文件，提出坚持以保障群众温
暖过冬为第一原则，“进入供
暖季，凡属没有完工的项目或
地方，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
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12
月7日人民网）

此前据《中国青年报》报
道，近日保定市曲阳县最低气
温一直在零摄氏度以下，有当
地小学生家长反映：“当地采
暖季已开始近20天，一些乡村
小学至今还没有供暖。因为教
室里没有供暖，阴面教室还不
如院子里暖和。”教室太冷，学
生只好在操场跑步取暖，不少
学生手脚被冻伤。据曲阳县教
育局披露，部分小学没有供暖
是因为当地“煤改电”改造工

程没有按时完工。
民生无小事，孩子无小

事。面对“学生跑步取暖”，人
们普遍为之心疼、为之心急。
而其背景，就是进入供暖季以
来，山西、陕西、河北等多地出
现“煤改气”“煤改电”等工程
接续不上的情形。据称，教育
部对此高度重视，已要求地方
迅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

“真正把孩子们的冷暖放到心
上”。环保部的特急文件，也意
味着“民生大于天”，这是对

“青黄不接”的“煤改气”“煤改
电”的必要纠偏。

从政策初心上讲，“煤改
气”“煤改电”是没有问题的。
人民有着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这在冬天，面对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更是有
着特别的意义。有关方面早就
指出，北方的十面“霾伏”，传
统的燃煤是一个重要的污染
源。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以
清洁能源替代散煤燃烧取暖，
是大势所趋，是方向所在。时
代的发展、问题的存在，总需

要改变一些习惯。正如人们一
直引以为诗意的炊烟已经不
适合这个时代一样，散煤燃烧
取暖也应该成为过去时。

应该说，相对于大规模的
企业用煤，涉及千家万户的散
煤管控难度更大，要想实现

“清洁取暖”需要付出很大的
气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
关地方依然摁下启动键，可以
看出决心很大。问题的关键
是，再好的改革也必须考虑落
实问题，越是重要的改革越需
要考虑细节问题。环保重要，
民生也重要，两者并不是非此
即彼的关系。有关方面如果带
着感情做事，很容易找到共通
点；相反，简单粗暴、急不可
耐，甚至只是为了向上级应付
交差，那就很容易造成对立。

姑且把出现“跑步取暖”
理解为工作方式问题。在推动
一项改革和政策落实过程中，
经常听到“不讲条件”“不打折
扣”这几个字。确实，推进一项
改革，落实一项政策，必须有
确保完成的决心，但是，“没有

随随便便的成功”，绝对不能
低估任何一项改革的复杂性，
更不能在解决一个问题中再
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就像现
在这样，把环保和民生对立
起 来 ，这 是 绝 对 不 能 接 受
的。出现“跑步取暖”，更大
的可能还是准备工作没有做
好。这种“煤改气”“煤改电”，
冻了民身寒了民心，只会影响
政策落实。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做什
么工作，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出
发，都不要忘记“为人民谋幸
福”这个初心。从改革初衷上
讲，“煤改气”“煤改电”肯定是
没有问题的。越是好政策越需
要带着温度落实，把问题想在
前面，把工作做得充分一点，一
定会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
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温度的
取暖改革更容易落地。现在，环
保部已经进行了纠偏，希望有
关方面好好想想，如何确保一
项初衷良好的政策沿着正确的
轨道前行，而不是以牺牲民生、
以产生新问题为代价。

越是好政策越需要带着温度落实

最近，内蒙古自治区一个
旗上下气氛紧张，由于在上次
检查评比中排名靠后，旗党委
书记已被约谈作检讨，本月末
又将迎来新一轮检查，如果第二
次排在后五名，他的上级领导将
直接被问责，“迎检”已成全旗头
等大事。扶贫本是件十分具体、
客观的工作，但一些干部反映，
评比分数带着明显的主观倾向，
未能真实反映扶贫效果。

针对脱贫攻坚作检查评
比，确有必要。不检查，怎知有
没有“真扶贫、扶真贫”？不评
比，怎知脱贫效果如何、孰优孰
劣？但是，凡事最怕走极端，政
令再深孚民意，一旦走形，就会
背离初衷。

以报道所披露的乱象为
例，“交叉检”初衷良好，互相监
督更容易探察到真相，但为了
排名靠前不惜互相拆台，故意
给对方打低分就走了样；至于
半年时间内要接受两次“大
检”、三次“小检”，势必让基层
干部疲于奔命。在迎检中，全旗
花在培训、差旅费、接待费上共
计20万元，如此劳民伤财，难怪
有干部直言：“这20万元至少够
给20个贫困户每家买头牛了。”

如此检查评比，称得上另
一种形式主义。一旦愈演愈烈，
不仅伤及脱贫事业，更可能激
发基层怨气——— 基层干部苦不
堪言，贫困户也啧有烦言。如果
不及时加以改变，势必导致应对
检查评比中的形式主义越来越
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三不做”
现象：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
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
做，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

我们常说“好经被念歪了”，
既然是好经，为何会念歪？好经
都是被谁念歪的？念歪了好经，
是不是该担责？这些问题都应该
一一理清。除了叫停华而不实的
检查、遏制劳民伤财的评比，更
应该建立行之有效的纠偏机制。
这种机制应该发挥最基本的效
力，既能让基层干部有干事的压
力，又有干事的动力；既能打捞
出真实的社情民意，又不会耗费
过多的公共财政资金。（摘自《中
国青年报》，作者王石川）

华而不实的评比

也是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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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像刘国栋一家这样的
情况，就是需要重点关注并重
点帮扶的，他们面临的致贫风
险远远大于普通家庭，他们完
全靠个人奋斗脱离贫困有着太
大的不确定性。不是说个人奋
斗不重要，而是在鼓舞主动脱
贫的志向之外，扶贫工作要更
好地起到兜底的作用。

评论员观察

让民间中医“转正”是务实之举

□谭浩俊

一些民间中医虽有医术
专长，却缺乏获得正式中医医
师资格的途径。针对这一情
况，河北省近日立法规定，以
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
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
由至少两名以上中医医师推
荐，经河北省人民政府中医药
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
织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
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

河北省决定开放民间中
医的“转正”通道，不仅是开明
之举，也是有效之举，更是务
实之举。要知道，在医疗行业，
只要前门不开大，后门就永远
堵不上。即便堵上，也是短暂
的。更重要的，它会把一些优

秀的医疗资源也挡在医疗市
场的大门外面，还会给滥竽充
数者提供不规范行医的机会。
只有把前门开大，把符合条件
的民间中医“转正”到中医队
伍中来，给予合法的行医资
格，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才
能封堵好后门，对不具备医疗
资格、没有执业能力、存在不
规范医疗行为的民间医生予
以取缔，从根本上净化民间中
医市场，避免不规范医疗行为
给广大居民的生命安全带来
威胁。

为了不断提高“转正”后
民间中医的医疗水平，鼓励他
们提高医治能力，对获得中医
医师资格的民间中医，也要采
取有进有退的政策，亦即建立
科学的考核和评价机制，凡是
经常受到投诉、出现不规范行
为，甚至发生严重问题的“转

正”中医，都要根据考核等相
关情况以及发生的各类问题，
给予停业整顿、培训学习、取
消执业资格等方面的处罚，以
促使“转正”中医加强业务学
习、规范执业范围、提高执业水
平，更好地为广大居民服务，缓
解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

在对满足条件、符合要求
的民间中医开通了“转正”前
门之后，对不符合条件和要求
的民间中医，则应当按照医疗
行业的相关规定，要么通过学
习培训提高执业能力和水平，
获取中医医师资格，要么取
缔。对拿不到中医医师资格的
从业人员，一定要坚决取缔，
决不手软，防止“庸医”“假医”
等扰乱医疗市场秩序，损害中
医名声，防止给广大居民造成
生命安全方面的问题。拒不执
行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

责任。
发挥民间中医的作用，建

立更多的民间医疗机构、特别
是民间中医医疗机构，也是医
疗卫生制度改革和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满足广大居民看病
需要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降
低中医医师入职门槛，以医疗
技术水平和能力、执业行为和
医德为主要考量，让有条件的
民间中医进入中医医师行列，
是必须迈出的重要步伐。只要
一切按程序办事、按规矩执
行，此项工作对有效利用民间
中医医疗资源、提高社会资源
利用效率是能够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的，对缓解广大居民
看病难、看病贵矛盾也是能够
产生积极影响的。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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