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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第一步
所学到的都是在梁
家河。不要小看梁
家河，这是有大学
问的地方。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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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政务”的迅猛发
展，政务新媒体成为政府部门进行
资讯发布、权威辟谣、问政百姓等
服务的重要渠道。但与政务新媒体
数量急剧增加不相匹配的问题也随
之而来。

近期个别地方政府网站和新媒
体中存在“雷人回复”：“如果对此
有不满，建议另谋高就”，这是内蒙

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区长信箱中的一句回复
内容；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的官方

微信直接反馈网友称“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
哑巴”“我仿佛听见了一群蚊子在嗡嗡嗡”，
对此，该微信平台第三方运营机构表示，此
次“意外”系“系统自动回复”所致……

无论是“另谋高就”、答非所问，还是账号
外包、第三方运营，线上的缺位和傲慢体现的
是相关部门互联网思维的缺乏和以民为本意
识的缺失。政府部门建网站、开官微，为的是
宣传政策法规、问政于民、促进政民互动，用
指尖上的政务更好服务百姓，而非为了随大
流、赶时髦，更不应该是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

任务。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务新媒体发展水
平仍然参差不齐，新媒体的运维常常面临多
重风险，有些新媒体对网络环境不熟悉、对网
络语言驾驭不好，或语言呆板或调侃过度，往
往会对相关政府部门形象起到消极影响。

政务新媒体顺应了我国“互联网+政
务”的发展方向，是我国实现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
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网上的政民互动，不
是面子工程，而是一项民生工程。发挥政务
新媒体“沟通渠道”的作用，就要充分发挥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政务平台怎么建、
“网上群众路线”怎么走，关乎百姓参与社
会公共治理的积极性，更关乎百姓对政府工
作的满意度。

想要用好网，必先管好网。各级政府不
仅要在行动上上网，更要在思想上、理念上
紧跟互联网思维，善于运用先进的互联网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积极回应网
民关切、解疑释惑，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
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
径、新渠道。 □ 徐可

5月1日起，我国实行抗癌药品零
关税。这意味着，从此中国市场进口
抗癌药品的费用可以较大幅度下降，
可以避免“海淘途径”导致的药品质量
问题和法律问题。

药品不是一般的商品，药物的目的
在于救死扶伤，让人类更快乐、更长时
间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是每个人应
该享受的权利，这是发展科技的目的，
也是我们制定一些法规的初衷。当现
有的药物管理法规和这个初衷有不一
致的地方时，就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

现在，终于到了合理合法拿到相
对较为低廉的“进口抗癌药品”的时候
了。但这是否意味着医治肿瘤费用支
出会大幅下降？

最近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2018年
全国最新癌症报告。这份汇总了全国

347 家癌症登记点的报告提示：在中
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达429万，也就
是说，全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为癌症，
每 1 分钟约 7 人确诊为患癌。若中国
人均预期寿命是85岁，那么每个人的
累计患癌风险高达36％。在世界范围
内，大约22%的新增癌症病例和27%的
癌症死亡发生在中国。

这一组数据触目惊心。中国是癌
症大国，是个抗癌药品的消费大国，但
迄今还不是一个抗癌药品、治疗措施
的创新、研发大国。中国癌症问题的
解决，可以借鉴某些发达国家的经验，
但中国癌症问题的最后解决，还得依
靠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早期发现癌症，是治疗癌症、大幅
度提高癌症生存率的一个关键因素。
如果在癌症易发、高发人群中开展有

针对性的精准体检，可以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此外，还要大力提倡癌症
晚期病人的缓和治疗。提倡“缓和治
疗”，反对过度医疗干预生命的最后历
程，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这
有利于把生命最后期间的医
疗费用前移，用来预防、保健、
康复。

癌症是人类心头永远的
痛，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癌
症。如何能成功抗击癌症，
同时又大幅度降低国人在抗
癌这场战役中的费用支出，
是个大课题。而进口抗癌药
品的“零关税”，只是其中一
个重要环节。推进抗癌事业，
降低中国抗癌医疗费支出，尚
任重道远。 □ 陈作兵

“抗癌药零关税”是降低抗癌医疗费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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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新媒体管好才能用好

我与美国人彼尔·波特的两次“约会”，实
际上是我读他《空谷幽兰》与《寻人不遇》的两
个机缘。

《空谷幽兰》作为十几年前的一本畅销
书，在大陆很是红火过一阵。写《空谷幽兰》
的美国人彼尔作为一个游记作家，关于中国

的类似游记他还写了很多，如《寻人不遇》。
我与彼尔的第一次“约会”就是从读《空谷幽
兰》开始的。07年的元旦，我在东大街的书店
里看到了刚刚上架的《空谷幽兰》，极富诗意
的书名和作者介绍里隐士的字样让我眼前一
亮，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毫不犹豫地买了这
本书。而此前，我对这位彼尔一无所知。

16万字的《空谷幽兰》我很快就读完了。
书中，彼尔记述了他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克服千难万险亲身探访终南山隐士的经历，
言语间不时流露出对真正隐士的赞许。彼尔
在书里告诉我们，这些在常人眼里剑走偏锋
的隐士们，其隐居生活远非常人想象的浪漫，
也不是“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的“云中、
松下、尘世外”的神仙生活，甚至连“靠着月
光、芋头和大麻”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兰生幽
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
不为；君子兴义，不为莫知而止休。”（《淮南子
说山训》）为了自己的初心，他们过着最为原
始的生活，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孤
独与贫寒，他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勇敢、毅

力、决绝和忘我，生动地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重精神
轻物欲的优秀内涵，也赢得了彼尔、赢得了几乎所有
读到此书的人的赞许、佩服。据说，彼尔原文的文笔
就很优美，既有美国人的幽默，又有中国人的细腻。
彼尔·波特即使是在描写一棵被狂风吹倒的老树，也
不忘记让读者看到老树上已经展现出勃勃生机的嫩
芽。由于译者明洁本身就是一位毕业于北外的翻译
家、作家，还是一位对中国宗教颇有研究的学者、一
位曾经的大学教授，他翻译的中文版《空谷幽兰》，
不仅保持了原作的风格，而且文字也十分优美……随
着我对彼尔《空谷幽兰》的品读，书中隐士们隐居苦修
的故事不仅打动了我，也使一直困惑我的那些烦闷不
见了踪影。

我与彼尔的第二次“约会”是在《空谷幽兰》出版
差不多十年后，我读彼尔的《寻人不遇》开始的。和
读《空谷幽兰》不同的是，我读彼尔《寻人不遇》时，对
彼尔的了解更多了，我知道了彼尔还有个更重要的
身份，就是“汉学家”。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游记）作家、翻译家、汉学
家彼尔·波特，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博
士。早在 1972年，彼尔就中断了在“哥大”的学业，

在台湾的佛光山定居，因酷爱中国和中
国文化，便常在中国土地上游历，撰写
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文物的书籍和游
记，翻译过《楞伽经》《寒山诗集》等佛学
经典和诗集，以及王维、韦应物的诗作，
其作品曾在欧美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
传统文化的热潮。

彼尔的《寻人不遇》是由著名词人
曾少立先生和著名现代诗人、大学教授
赵晓芳女士共同翻译的，书中讲述了彼
尔在大陆寻访我国古代诗人的故事。
我大略数了一下，在 40多天时间里，彼

尔不辞辛苦走南闯北地访问了屈原、李白、杜
甫、苏轼、陆游、李清照、辛弃疾以及无可禅师、
寒山禅师、拾得禅师等近六十位中国古代诗
人、禅师的遗迹：荒塚、庙宇、纪念馆和博物馆
等，彼尔此行才真是《寻人不遇》。

今天，看着书案上彼尔的《空谷幽兰》和
《寻人不遇》，回想我在看完这两本书后的感
受，美国人彼尔对我们祖先留下的传统文化的
热爱，以及他对中国古诗词的了解和认知，真
是让我汗颜。 □ 徐志刚

5 月 7 日，一篇题为
《府谷县一民警疑似上班
时间做足疗》的网帖反
映，4 月 28 日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在府谷县中医院
巷内一足疗店，有一名身
着警服的男子大方在店
内做足疗保健，表情很是
享受。（陕西府谷通报“着
装民警做足疗”：系辅警，
提醒谈话全局通报）

上面这则新闻让人
看着眼熟，并不仅仅在于

“民警”“足疗”，而是其
题 目 中 的“ 系 辅 警 ”三

字。事发之后，为什么非要画蛇
添足般突出“辅警”身份？是否
意在强调，正式编制的警员与此
无关，或没有此类行为？如果
辅警皆如此不堪，那还招他何
用？是否存在领导用人不察和
用人不当？

新时代背景下，因为维稳工
作的需要，这一现象在警察和城
市管理队伍中被成功复制。大量
社会人员被招入基层综治队伍，
素质良莠不齐，待遇也明显低人
一等，但其工作则是冲在一线，许
多社会矛盾冲突，多数也发生在
这批基层人员与民众之间，压力
和风险很大。干最苦的活，拿最
少的钱，挨最多数的骂，顶最多的责，是其工
作写照。

辅警和临时工虽是现实需要，也确属历
史性继承，学名叫“路径依赖”。

其实不论正警还是辅警，在民众眼中，都
是人民警察和城市管理者的组成部份，承担
的是同样的社会责任，保证的是民众安全与
社会稳定的基本底限，并不存在职业等级差
异和法律意义上的权重差异。

相关法律条文无需引用，可以肯定的是，
当中绝不会有行业内部关于等级划分和职业
歧视类的内容规定。所以，对各部门来说，如
果内部不能真正实现一视同仁，出于“家丑不
外扬”之虑，起码在对民众和社会这个“局外”
视角而言，也应该给出同样的标准，不要让民
众在心怀三六九等概念的同时，也对其形象
和信任打上三六九等的怪印。

在基层工作实践中，虽然警察和城管队
伍的不断壮大，各种基层事件、事故也频繁发
生。每当队伍内部有负面事件和行为发生，
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动辄以“临时工”来应
对社会关注，并以此推脱上级领导和管理部
门的责任，这批基层人员，也往往成为部门责
任的替罪羊。

必须承认，在信息时代和依法治国背景
下，决非仅凭推出一个“临时工”和“辅
警”即可了事，而需要相关领导和部门真正
站出来，为自己的管理不善承担必要的责
任。有成就，是上面领导有方；有错误，是
下面执行不力，这种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也
该有所反思了。 □ 金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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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钱随得多，自己“肉疼”；随得少，又担心伤
面子……对于刚刚大学毕业，又无多少经济来源的
年轻人，随礼问题颇让人头疼。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一女子与闺蜜
及闺蜜前男友是同学。闺蜜前男友结婚时，两次发
出邀请，还暗示怕新娘尴尬，要其“礼到人别到”，女
子念在大家都是同学，托人带去礼金。谁知近日该
女子结婚，微信通知对方时，才发现对方早已把自
己拉黑……

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按理说应该学会独立面
对这些人情往来，但是当同学邀请时，说实话内心
还是很挣扎。一方面，几乎没有独立经济来源；另
一方面，有些同学已经很久不联系，一联系就是结
婚还是过生日请客随礼的事，这种同学的邀请，就
像是感情的鸡肋。

有同学提倡：“以后我们当中谁要结婚或者请
客时，随礼不要太多，就只要×××元就行了！”但
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提倡。如果某些同学
之间私下关系好，他可能会随礼随得更多，那么对于
其他按照“规定”来随礼的人来说，随少了，是不是说
明关系就会变淡？除此之外，如果有人经常连续办
酒席，加上各种随份子的名目，是去还是不去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份子钱已经变成了年轻人
“不可承受之重”。初入社会，年轻人不懂人情往来，
这倒无可厚非，怕就怕这种所谓的人情往来，到最后
成了大家的“尴尬仪式”。如果朋友和同学之间关系
真的好，就算不随礼也不会损害友谊。但是，当别人
都在随礼且随的是一份大礼的时候，谁能保证自己
不会因为从众心理而多出钱呢？

老一代传下来的人情世故，在年轻人
眼中，仍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目前
农村地区过高的随礼金额，恰恰说明人情
关系的异化。如果人情关系都用金钱关
系来衡量，势必就会以随多随少，来判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疏、感情浓淡。到时候，随礼文
化就会成为新一种困扰。另一方面，中国人爱面子，
这是促使份子钱不断水涨船高的重要原因，但面子心
理会让很多人在人情链条中痛苦煎熬。年轻人叫苦
不迭，整个社会的人际交流氛围就会走偏。

要想随礼问题不再令人头疼，关键就要看自己如
何选择。是打破传统还是墨守陈规，是移风易俗还是

“死要面子活受罪”，不同家庭和不同态度的人，或许
都会有不同选择。 □ 宋潇

热
点
评
论

有机食品标准高，是
生活品质和环境友好的
代名词，意味着更天然、
环保、健康、安全，身
价往往也比同类普通食
品高出一大截。不过，
媒体调查发现，打着有
机标签的食品并非都是
有机的，把非有机食品
当成有机食品出售，如此

“挂羊头卖狗肉”的
投机行为屡见不鲜，
极大地损害了消费
者的利益。

□ 宁书默

每当大节假日临近，正如孩子
们期待着郊游，女人挂念着商场化
妆品打折，恋人们渴望着约会一
样，读书人当然期盼着美美过一把
淘书瘾。可惜这几年不知什么原
因，上世纪80年代每到长假，省、市
体育场、西安青年会举行的那种大
型特价书市，几乎成为绝响。但是
每到国家法定的长假前后，读书人
总是惦记着书讯。

感谢互联网，终于在手机每天
数以万计的微信中看到“五一”前
后，西安赫赫有名的万邦书城举办

“中国淘书节”的消息，除马上转发
给朋友之外，赶快在上班的间隙，
来到小寨兴善寺旁的万邦书城。

说是“中国淘书节”的盛大书
市，实际就是用塑料布在书城门口
搭起的一溜小排档。由于地方狭
窄，不大的书摊被挤得水泄不通，
书凌乱陈放，分三折区和五折区。
自然先从三折区淘起，看来看去只
有几本《万象》杂志尚可，因为我不
收藏杂志，思前想后还是放下了。

进入五折区，首先看中了一套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自古小
说被归于杂家之流，自鲁迅《中国
小说史略》一出，小说研究终于跨

入了学术庙堂。杨义著的这三大
卷，原价110元，多次想买都因价格
而作罢，这次自然收入囊中。接着
又淘得日本岛崎藤村的《破戒》和
李劼人的《天魔舞》。《破戒》是人民
文学的名译丛书中的一本，记得家
中似乎有此书，但仅要5元，一碗凉
皮钱不到，还是买上。我经常看到
品相好价格低的书，哪怕家中有依
然因为喜欢而重复购买。这也许
和女人喜欢时装不嫌多一个心理
吧。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天魔舞》
是四川人民社《李劼人全集》的一
种，我有 80年代四川出的《李劼人
选集》一二卷，唯缺第三卷《天魔
舞》，这次刚好弥补旧有的不足。

由于第一次去得太迟，第二次
一大早就来到书市。刚赶上添加
新书，一眼就看到《雨果政论集》和
《炼狱：殷海光评传》。大诗人、名
小说家雨果，其作为思想家、斗士
的政论实在有阅读的必要，而家里

有殷海光四卷文集。读其书不知
其人可乎？近几年对书话很感兴
趣，不但读还学着写。辽宁教育出
的《书趣丛书》两种几乎全部买齐
了，湖南教育的“开卷丛书”似乎只
购了朱正的一本。这日在书市上，
看到老诗人吕剑的《燕石集》和藏
书家彭国梁的《书虫日记》，绛紫色
的封面米黄色的内文，看起来就舒
服，价格还是三折，当然不能放过。

第三天去时天气热得邪乎，但
露天书台前人山人海，不乏附近周
边大学学子。有些是师生，大多应
是恋人，相依相携，令人感叹青春的
美好。当年我们求学时谈恋爱是禁
区，读书欲强烈，但囊中羞涩。今天
口袋银子有了，视力和精力却大不
如以前。几本好书，刚看到就被年
轻人抢走了，不感到遗憾却还有一
些高兴，他们是社会的未来，书到他
们手里总比我有用得多。

这天购了几本书，基本上乏善

可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本是
上海社科院出版的《论语之外的孔
子》，辑录了除《论语》之外散见于
《庄子》《荀子》《孔子家语》里的言
论，这几本书家中也有，但还是有
资料价值。商务印书馆出的费尔
巴哈《宗教的本质》是汉译学术名
著丛书中的一种。这个丛书我基
本都有，看完的不多，但随意翻开
看到一句“东方没有西方那样生动
进步的历史，是什么缘故呢？”，冲
着要将这个谜底弄个端详，就毫不
犹豫地将它放进购书袋里。

最终一天获知书市有个“新
政”，实购 100元在折上可再优惠
30元。为贪小利，又硬着头皮买了
《贺敬之诗选》。这位曾是七月派
诗人，后又以歌剧《白毛女》暴得大
名的作品，我年轻时读得如痴如
醉，如今却味同嚼蜡。人老了，思
想趣味也变了。

“五一”当日，看到出游的朋友
发来景点和道路上摩肩擦踵的图
片，自己稳坐家中，品茗读书，觉北
面王也不过如此，独得其乐。

□ 郝振宇

■秦风书话■

■我与书■

我与美国人彼尔的两次“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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