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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治理“刷存在感”的形式主义加班

据《新京报》报道，河北尚义县
中医院以免费接送、免费检查、免费
治疗为由，诱导五保户、低保户住院
治疗，诊疗过程中存在疑似过度检
查、过度医疗等行为，涉嫌套取国家
医保资金。一名五保户称，他们住院
每天几乎都是上午输液，下午中药
泡脚，其余时间不是聊天晒太阳，就
是出门散步购物。

漫画：曹一

想要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需加
强对基层医院提供医保服务的相关
管理，防止医院骗保浪费老百姓宝贵
的救命钱。

点评：刘晶瑶

“中药泡脚”骗医保

““刷刷存存在在感感””的的形形式式主主义义加加班班已已从从线线下下延延伸伸到到了了线线上上，，““朋朋友友圈圈
办办公公””““聊聊天天群群加加班班””俨俨然然成成风风。。如如果果再再不不实实行行源源头头治治理理，，形形式式主主义义
加加班班势势必必涌涌现现更更多多花花样样

繁繁荣荣夜夜间间经经济济要要有有““阳阳光光思思维维””

毛毛建建国国

夜经济并非舶来品，也不是新话题。唐代诗
人王建在《夜看扬州市》中，就描写了“夜市千灯
照碧云”的盛景。宋朝的《东京梦华录》，也记载
了当年开封的夜市规模和热闹场景。近来，“夜
经济”频频受到关注。年初，在北京两会上，繁荣
夜间经济，写进了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北京
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上个月，上海为推动夜间
经济，提出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夜间区长”和
“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度。受此影响，夜经济正
处于破题阶段，但要做到繁荣，还要破除三种思
维的束缚。

第一种是“怕麻烦”。在传统语境里，夜生活
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概念。时至今日，依然有人以
一种保守眼光，把夜经济视作一个包袱、负担。
压力和挑战，并不必然等于问题和麻烦，关键还
要看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发展。

第二种是“可有可无”。所谓夜间经济，是指

从晚 7 点至次日 6 点在城市特定地段发生的
各种合法商业经营活动的总称。有人认为，这
个时间点，已经进入了家庭生活和休息时间，
消费需求相对有限。其实，对于一座城市来
说，夜间也隐藏着巨大需求，蕴藏着巨大生产
力。资料显示，2017 年夜间经济占全英国
GDP 的 6%，已成为英国的第五大产业，伦敦
夜间经济提供了 1/8 的工作岗位。而济南大
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一些城市大型商场晚
6时至 10时的销售额超过全天的 50%。

第三种是“低层次”。有人认为，夜经济的
消费需求相对简单，也就是“吃喝玩乐”，市场
自身的弹性就能解决。事实上，夜晚是白天的
延伸，夜晚和白天共同构成了一个消费链条，
绝不是仅有商业街、美食街就行的。今年春
节，西安“大唐不夜城”、重庆两江夜游、西双
版纳“澜沧江湄公河之夜”等夜间体验项目火
爆；今年元宵节，故宫首次开放“紫禁城上元
之夜”活动，门票一开售便“秒光”……都从一

个侧面说明，当下，城市消费已经进入了大信
息、大旅游、大文化和大健康等大时代，发展
夜间经济需要有阳光思维，要做一篇大文章。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消费日益呈现
出个性化、多样化的新趋势。消费者由商品消
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大背景，已然对夜经济
提出了要求，提供了空间。当然，发展夜经济
并不容易，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安全、
噪音、垃圾等，影响还是客观存在的。这对城
市治理提出了要求，但不是畏难的理由。事实
上，很多城市都有发展夜经济的基础，有认识
有行动，有想法有办法，营造更多夜间消费场
景，开发更多夜间服务和产品，就能满足多元
化的消费需求。

繁荣夜间经济，不仅有着稳增长和促消
费的意义，而且有着惠民生和顺民心的意义。
破除三种思维的束缚，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城
市规划，打造城市品牌，繁荣夜间经济，大有
可为，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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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唯时长论”“坐班不做事”“领导不走我不
走”……职场中这样的加班屡见不鲜。据《半月
谈》报道，一名地方国企工作人员说：“如果领导
晚上 8 点走，你要等到他出办公室的一刻，看
见的是你在读文件或者敲键盘的画面。如果他
问你‘还不下班啊’，你就说还有点事要提前做好
准备……”“没办法，现在就是这种风气，只是为
了在领导面前混个脸熟”。

加班做样子，领导不走我不走，究竟是不是
一种风气，姑且不论，但在现实中，职场变为秀
场、加班成了加戏的案例确实不难寻找。无论是
“坐班不做事”还是“领导不走我不走”，都是典
型的形式主义，只有坐功，毫无做功，令人鄙薄。

想到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漫画，一个人拿
着铁锹挖坑，刚挖好，另一个人拿着铁锹填坑，
旁观者问这是咋回事，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栽树
苗的人有事没来。试问，这样的植树造林有何意
义？同样的逻辑是，煞有介事地坐在办公桌前磨

洋工，无所事事，却非要等着领导走了才撤，
真有必要吗？

有！刷存在感。尽管做样子、摆“架子”，并
无实际效果，但能够吸引领导注意，或者博取
了领导点头认可，就值了！这正是不少加班者
打的如意算盘。人们常说“形式主义害死人”，
但一些时候，在领导面前制造勤恳工作的表
象，“让领导看到我们艰苦奋斗的样子”，还是
有利可图的，或许这是“领导不走我不走”大
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有专家认为，“千万别让形式主义加班污
染了我们的奋斗精神”。拿什么遏制“领导不
走我不走”式的形式主义加班？除了领导以身
作则之外，更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倡导公正的
价值取向，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偷奸耍滑的
占便宜。

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会加
班的职工有糖吃，从形式主义加班中尝到了
甜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就会在形式主

义加班的路上越走越远、乐此不疲，而其他职
工也会竞相模仿，一个比一个像戏精。于此而
言，领导对表演型加班的员工，不能点头，也
不能点赞，而要点名批评，让那些靠形式主义
加班而刷存在感的人吃到苦头。

同时，不容回避的是，一些职工之所以认
认真真地走形式，扎扎实实玩加班表演，也与
无奈有关。如果“领导不走我不走”成了潜规
则，其他职工都默许且认可了，谁若一下班就
走，还想不想干了？此外，有的领导不善于知
人论世，也不懂得分辨何为高效何为低能，一
些职工为了投其所好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加
班。

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单位有什么样的领
导往往就有什么样的风气，领导喜欢听好听
的，单位一定充满马屁精；领导善于“演戏”，
下属演技也不会太差。如果领导火眼金睛，且
刚正不阿，那些或精致或笨拙的利己主义者
就难有市场，“领导不走我不走”的戏码自然

也就没人上演了。
有个例子值得一提，某地在实施扶贫工程

辣椒种植项目过程中，只在公路沿线可视范围
内设置种植点，并在沿途插满标语、挂满横幅，
制造轰轰烈烈搞产业的表象，结果弄巧成拙被
发现，相关官员被处理。

其实，有没有弄虚作假，是不是搞形式主
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一个单位，职工坐
班不做事，有没有搞形式主义加班，同事是看在
眼里的，多数领导也是心知肚明的，关键就看领
导愿不愿意点破。

压缩形式主义加班的空间，还需建立科学
的考核机制。无论什么单位，工作有没有成效，
不能以工时论英雄，如果没有效率哪怕工作到
天明也不值得表扬。相反，如果工作高效，哪怕
一天班不加也应该受到犒赏。毕竟，对任何单
位来说，要的是业绩而不是无用功，要的是成
果而不是瞎忙。有没有业绩，以及效果如何，用
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来衡量。

值得一提的是，“刷存在感”的形式主义加
班已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朋友圈办公”“聊天
群加班”俨然成风。如果再不实行源头治理，形
式主义加班势必涌现更多花样。

治理并无捷径，一言以蔽之，领导当好领
头羊，从根子上着手解决，才能事半功倍。

兜兜售售医医院院自自制制药药剂剂

需需开开法法治治药药方方遏遏制制
张张淳淳艺艺

医院自制剂系医院配制，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需
挂号、医生开处方才能购买，不得在市场销售。但不少人
在微店、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高价兜售北京各大医
院明星自制剂，称系自行挂号购买，价格多为原售价的
两三倍。

医院自制剂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由于市场供
应不足，医院便自己加工药品以弥补短缺。如今，很多药
都能从市场上买到，但仍有一些患者笃信医院自制剂，
认为是医生根据临床经验配制而成，属于独家配方，治
疗效果好。于是，一些网络商家从中看到商机，通过各种
渠道获得医院明星自制剂，拿到网上高价兜售。殊不知，
这种做法不仅涉嫌违法，还存在安全风险。

我国《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配制的制
剂，凭医师处方在本医疗机构使用，不得在市场销售。“医
疗机构将其配制的制剂在市场销售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销售的制剂，并处违法销售制剂货值金额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医院自制剂都是处方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
用。擅自从网上购买医院自制剂，很可能因使用不当产
生副作用，对身体造成危害。

尽管网商言之凿凿，称都是从医院排队挂号购买而
来的，但网售的自制剂真伪难以得到保证，不排除假药
的可能性。有媒体报道，目前市面上备受青睐的维生素 e
乳、肤乐霜等，很多都是假冒北京医院、首儿所等医院制
作的虚假产品。

兜售医院自制剂属于违法行为，需要开出法治药方
加以遏制。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电子商务法》专门规
定了电商平台的审核义务。“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
品或者服务，电商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
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消费者受到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医院自
制剂仅限医院内部使用，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商家自然拿
不出经营资质。对此，电商平台必须严格把关，一经发现
立即予以下架、封店处理，从源头杜绝医院自制剂通过非
法渠道流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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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90 后副县长”，在意的是公平公正

青青年年干干部部的的人人事事升升迁迁历历来来备备受受关关注注，，聚聚焦焦一一些些超超常常升升迁迁案案
例例，，公公众众真真正正在在意意的的，，还还是是选选拔拔任任用用过过程程是是否否公公平平公公正正，，能能不不能能经经
得得起起舆舆论论和和社社会会的的监监督督

土土绒

近近日日，，2299 岁岁的的江江西西省省九九江江银银行行湖湖口口支支行行
女女行行长长杨杨沁沁因因挂挂职职九九江江市市湖湖口口县县副副县县长长，，引引发发
舆舆论论关关注注。。除除了了““9900 后后””的的年年龄龄，，她她的的教教育育背背景景
和和家家庭庭背背景景，，也也同同样样成成为为关关注注的的焦焦点点。。

有有人人认认为为其其学学历历基基础础并并不不突突出出，，称称其其初初中中
毕毕业业后后，，就就读读于于江江西西某某职职业业学学院院，，通通过过““33++22””
模模式式取取得得大大专专文文凭凭，，然然后后入入职职九九江江银银行行甘甘棠棠支支
行行当当柜柜员员，，在在职职期期间间，，通通过过函函授授取取得得大大学学本本科科
文文凭凭；；有有人人怀怀疑疑其其是是否否靠靠““拼拼爹爹””上上位位…………

实实际际上上，，随随着着 9900 后后““奔奔三三””大大潮潮的的到到来来，，他他
们们不不少少已已经经成成为为单单位位的的骨骨干干，，用用青青春春和和智智慧慧展展
示示出出自自己己的的实实力力。。

这这两两年年来来，，已已经经有有多多位位 9900 后后挂挂职职担担任任县县
处处级级干干部部。。比比如如 11999900 年年出出生生的的人人民民大大学学博博士士
郑郑睿睿臻臻，，毕毕业业后后被被分分配配在在西西安安市市周周至至县县挂挂职职担担
任任副副县县长长；；9900 后后的的北北京京大大学学博博士士倪倪志志茂茂，，毕毕业业
后后来来到到榆榆林林市市榆榆阳阳区区挂挂任任副副区区长长；；北北大大博博士士蒋蒋
仁仁正正曾曾在在陕陕西西省省宝宝鸡鸡市市金金台台区区挂挂任任副副区区长长，，后后

来来又又到到福福建建，，挂挂任任福福州州市市罗罗源源县县副副县县长长…………
青青年年干干部部的的人人事事升升迁迁历历来来备备受受关关注注，，聚聚焦焦

一一些些超超常常升升迁迁案案例例，，公众真正在意的，还是选
拔任用过程是否公平公正，能不能经得起舆论
和社会的监督。

无无论论是是政政府府机机关关领领导导干干部部的的任任用用，，还还是是企企
事事业业单单位位领领导导的的选选拔拔，，都都是是选选贤贤任任能能，，都都关关系系
到到一一地地百百姓姓或或一一个个企企业业的的福福祉祉，，容容不不得得弄弄虚虚
作作假假，，私私相相授授受受。。

我我们们固固然然不不该该““唯唯学学历历论论””，，看看到到其其学学历历
不不高高就就认认为为其其能能力力也也一一般般；；我我们们也也要要承承认认““举举
贤贤不不避避亲亲””，，只只要要是是真真正正的的德德才才兼兼备备，，并并且且适适
合合这这个个岗岗位位的的话话，，就就不不能能因因为为其其亲亲人人担担任任某某

个个重重要要职职位位而而否否定定其其能能力力。。但但是是，，选选拔拔出出来来
的的人人到到底底是是不不是是““货货真真价价实实””，，却却必必须须要要经经得得
起起监监督督。。

此此外外，，选选拔拔任任用用领领导导干干部部的的过过程程是是否否公公
平平公公正正，，也也影影响响到到人人们们对对整整个个社社会会的的运运行行机机
制制是是否否公公平平公公正正的的判判断断。。只有当人们相信，
靠实力胜过靠关系，用才华足以碾压潜规则
的时候，才能燃起对未来的信心，激发奋斗
的热情。

假如在选拔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不规范
操作的话，即使只是个案，也会侵蚀人们对
公平正义的信心，削弱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的公信力。这这也也是是我我们们呼呼吁吁权权力力要要在在阳阳光光

下下运运行行，，要要用用公公开开透透明明主主动动接接受受监监督督的的原原
因因。。

长长江江后后浪浪推推前前浪浪，，初初生生牛牛犊犊不不怕怕虎虎，，一一
批批青青年年领领导导干干部部的的涌涌现现，，是是我我们们这这个个社社会会用用
人人机机制制灵灵活活创创新新、、不不唯唯资资历历论论的的表表现现，，也也是是
社社会会充充满满活活力力的的最最好好证证明明。。到到目目前前为为止止，，所所
有有针针对对 9900 后后女女副副县县长长杨杨沁沁的的质质疑疑都都还还只只是是
悬悬而而未未决决的的疑疑问问，，一一切切都都要要等等到到有有关关部部门门的的
调调查查结结果果出出来来以以后后才才能能下下结结论论。。假假如如真真的的是是
德德、、才才、、位位相相配配的的选选贤贤任任能能，，也也不不失失为为一一个个
““不不拘拘一一格格用用人人才才””的的好好案案例例。。

目目前前，，九九江江银银行行已已表表示示，，第第一一时时间间成成立立
调调查查组组，，严严格格按按照照有有关关程程序序进进行行调调查查核核实实，，
并并将将及及时时向向社社会会公公布布调调查查结结果果。。鉴鉴于于其其牵牵涉涉
部部门门众众多多，，副副县县长长一一职职虽虽然然是是挂挂职职，，也也仍仍然然
是是政政府府部部门门的的职职位位。。

因此，不妨由更高的层级牵头成立调查
组，用更权威的声音、更透明的态度来释疑
解惑，能让公众的疑窦涣然冰释，重建公信
力。

我老家鲁西南的古城
区是一个边长为 1 . 5 公里
的正方形，四面筑有几丈高
的古城墙，城墙外是清澈见
底 、鱼儿畅游的环城河，四
周有通往东西南北的石桥。

我县之所以被民政部命名
为“千年古县”，与这一面积
为 2 . 25 平方公里的颇具古
代特色的老城区大有关系。

城区中有一口历史悠
久的清泉水井 ，旁边立有
“亘古清泉”的古石碑，据县
志记载，为当年曹操屯兵此
地时为解决将士的饮水所
挖，当时泉水喷涌而出，甘
甜可口。现在仍水量充沛，
水质优良。

大凡被称作老城的地
方，都会承载一段久远的岁
月，沉淀着历史的沧桑。

古城区中的老法院，不知
为全县群众伸张了多少正义；
县城的第一照相馆，曾给人们
留下无数靓丽的身影；古城区
中的百货大楼和国营旅社，也
为当地群众和过往客人提供

了诸多方便；城区东南角的德国建造的全木结
构的洋礼堂，虽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但随后
复建的大礼堂仍保留了原有的风貌。

在没完全落实好开发商重建古城区的
情况下，当地政府竟不顾居民的反对，下令
将老城区全部拆除。一晃三年多的时间过去
了，也没见到开发商重建古城的影子。这次
返乡，前往实地查看时，老城区早已变成一
片废墟，有几座建筑坚固的大楼，虽没全部
拆除，也已面目全非，四周露出长长的生锈
的钢筋，孤独地耸立在废墟之中。

因为盲目拆迁，留给人们美好记忆和承载
着乡愁的地方荡然无存，居民怨声载道，一千多
户居民不得不在外租房居住，也使新一届领导
班子在城区开发建设方面增多了人为的重重困
难。

一位县里的原主要领导告诉我，县财政为此
每年要支付 8000 多万元的拆迁安置费。这对于
财政支出本来就极为困难的欠发达县，无疑是雪
上加霜。

这些年，听说县领导已联系了多家开发商，
都无果而终。每年的巨额安置费，只好由政府买
单，还不知要持续到哪年哪月？

（吴聚云）

李李勤勤余余、、刘刘晶晶瑶瑶

印象中，王源还是偶像团体
TFBOYS 里那个青春洋溢的男孩，
可一张照片让许多人猛然间意识
到，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只可惜，
用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方式宣告自己
的成长，对王源来说并不光彩。5 月
21 日下午，王源在微博上正式发布
道歉信，表示“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
示范，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接受处
罚”。

平心而论，虽然王源确实犯了
错，但远没有到罪不可赦的地步。何
况，他的道歉不仅来得及时，而且态
度诚恳、认识深刻。

不过，这件事对王源本人的影
响，或许是久远的。这位大男孩应该
已经认识到，从习惯于接受鲜花与
掌声、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偶像，到
遭受公众非议乃至指责的对象，两
者之间的距离或许只有一步之遥。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既然王源
的事业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
知名度的基础之上，那么他就有为
公众做好示范的义务。这是一个显
而易见的道理。所以，他才会在道歉
信的末尾写道，“我一定会以此为
鉴，成为更好的大人。”

但是，只是成为一个更好的大
人，对王源来说就够了吗？在眼下的
娱乐圈，或者说是流行文化圈里，偶
像和粉丝早已被紧紧捆绑在一起，
密不可分。王源吸了一根烟，牵动的
却是全体粉丝的心。

要知道，自出道起，王源就以
“乖乖仔”的形象示人。健康阳光、充
满正能量，这是他吸引粉丝的法宝。
但王源此番在公共场合吸烟，已经
涉及了公德乃至法律问题。一旦王
源的形象崩塌，受损的将不只是他
个人，还有无数为之心碎的粉丝。

这正是时下“粉丝经济”的一大
特色。如果说过往的公众人物只是
广受关注的话，那么王源等新生代
青春偶像对粉丝的影响力已经渗透
到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粉
丝会模仿偶像的一言一行，用显微镜放大偶像的每个细
节，所以，王源不仅要做好自己，还要竭尽全力为粉丝们
指明前行的方向。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回，王源的忠实粉丝并没有一味
袒护自己的偶像，反而希望他能够尽快改正错误。不过，
部分粉丝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 吸烟，会不会是王
源无法应对巨大工作压力的表现？

回溯过往，身为偶像的王源确实是正能量的代名词。
在 2017、2018 年，王源连续两次参加联合国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青年论坛，并在论坛上全程用英语演讲。他是第
一位受邀参加联合国青年论坛的中国艺人，也是第一位
登上联合国世界舞台的中国少年偶像。

舞台上的炫目光环也没有让他完全迷失自我。就在
去年，王源参加了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面试，打算留学
深造。愿意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足以证明他的上进
心。不可否认，他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上进的品质，都曾真
真切切地鼓舞着粉丝，为他们树立起一个良好的榜样。

正因如此，一根手中的烟，才显得特别刺眼。不过，王
源也无须因为此事而陷入沮丧或懊恼。事实上，他更应该
通过这场风波充分意识到自己还略显稚嫩的肩头上，承
载着粉丝乃至公众期待的目光。对王源来说，未来的日子
还很长，能不能昂起头，重新成为众人学习的目标，主动
权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

一根烟点燃的公共情绪，应该让王源警醒，也为整个
流行文化圈带来启示——— 身为享受粉丝红利的明星、偶
像，必须严于律己，做好示范。否则，就有可能被时代无情
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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