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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调研要斩断“彗星”尾巴
2017.7.17 星期一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
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但记者近日在采
访中发现， 一些干部热衷于 “彗星
式”调研，为人民群众所诟病。
何谓“彗星式”调研？一位乡镇

热线：66111111
网址：www.jinbaonet.com
编辑：贡万军
版式：张金 校对：戴勤锋

竟有此事

“坐月子中暑身亡”
抵制陋习仍在路上
近几日的高温天气，导致不少人中
暑住院。7月9日，淄博一产妇在坐月子
期间因为中暑， 最后不治身亡。 送医
时，产妇体温高达40多度，心脏和肝脏
都有不同程度损伤。家人曾解释，为坐
好月子，家里不开风扇、空调，产妇穿
着长袖长裤，还盖被子。（7月16日《山
东商报》）
这是一起迷信传统陋习而引发的
悲剧事件，令人在痛惜之余，亦对愚昧
思想感到深恶痛绝。此种缺乏科学依据
的所谓传统陋习， 广大民众应擦亮眼
睛，以免受到伤害。
凡是中国人， 多少都听到过一些
“坐月子规矩”，诸如不能洗头洗澡、不
能刷牙、不能吹风、只能静卧、要盖被子
等。这些中国才有的“规矩”据说都是
上千年流传下来的， 各地风俗虽有不
同，但大同小异，反正都是些没有科学
根据的传言，打着“祖先智慧”的旗号
唬人。而如果仔细追究真相的话，就会
发现这些“规矩”非常不靠谱，不仅违
背科学常识，一旦完全遵照的话，还会
对身体造成伤害，“坐月子中暑身亡”
就是极端悲剧。
古人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对医学知
识的理解非常粗浅，缺乏完整的科学理
论依据，都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和牵强附
会基础上，产生很多荒诞离奇的医疗手
段，“坐月子”陋习就是其中之一。由于
古代缺乏无菌医疗环境，以及没有科学
卫生的休养方法，导致新生儿和产妇的
死亡率非常高，其中因“坐月子陋习”
诱发病菌感染，就占了很大比例。
进入现代医学昌明时代后，卫生条
件大为改善， 新生儿死亡率大幅度降
低，孕妇生产、休养都有完整的科学护
理措施， 只要遵守科学常识做好休养，
就能降低产后疾病发生率。 拿本案来
看，时下正值酷暑，气温高达近40摄氏
度左右， 已超过人体的正常适应范围，
普通人尚需采取降温措施应对，遑论身
体较为虚弱的产妇，更加难以抵御高温
天气。 可是， 该家人为了怕得所谓的
“月子病”，不仅让产妇穿长衣长裤，还
坚持不开空调、风扇，让她盖着被子，导
致诱发高热病而死亡。
显然， 该产妇不仅是死于中暑，更
是被传统陋习毒害的。而且，这样的悲
剧并非孤例，几乎每年夏季都有产妇因
“坐月子中暑身亡” 的悲剧上演。2010
年7月份，山东潍坊一产妇为避风寒，室
内平均温度在36℃左右，产妇身上还穿
着秋衣秋裤， 由于中暑严重不治身亡。
2015年8月， 上海奉贤区一产妇在坐月
子期间出现中暑现象， 被送到医院救
治，最终经抢救无效身亡。
如此不懂科学道理，一味照搬传统
陋习的愚昧做法， 不仅没有达到防范
“月子病”的目的，反而害产妇中暑死
亡，值得深思。现在很多人生活方式已
经现代化了， 可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
迷信传统陋习，实在是要不得。 江德斌

干部说得好：省里下来个分管副厅长调
研，市里要安排副市长陪，副市长叫上
副局长，副局长又拉上业务科长。到了
县里，再加上县委书记、县长、副书记、
分管副县长……一进村， 人连成一串、
车排成一队，从头到尾望过去，可不就
像拖着一个长长尾巴的彗星？
“彗星式”调研的出现有接待陋习
作怪，更是干部底气不足、作风不严的
表现。这些干部吃不透中央精神，不了
解基层情况， 面对基层问题既下不去
手，也开不了口，就想拉熟悉情况的下
级“壮胆”，没想到下级也要“壮胆”，
这样一层层“壮”下来，“胆”有了，却
生出长长的“怪尾巴”。
“彗星式” 调研是典型的形式主
义。中央一再要求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
从。而此类调研阵势大、架子足，让群众
不知所措，严重影响干群关系和党的形
象，必须坚决摒弃。否则，长此以往，恐

助长迎来送往之风， 更会把实情挡在
“线”外，造成做决策、定政策和基层现
实不符，与群众利益无关。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不是成群结
队蹲地头摆姿势，更不是七嘴八舌表功
绩比表现，干部要读懂、吃透中央政策，
带着发现问题的眼睛下基层， 细观察、
深思考，捞“真鱼”、捞“活鱼”，通过调
研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根源上斩断“彗星”尾巴，领导
干部必须练好调研的基本功，增强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拿出务实管用
的调研成果。同时，要把开展调查研究
作为增强党性、锤炼作风的过程，不折
不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真正把调
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形成“接
地气、听实话、有实效”的调研新风。
新华社记者 董璐 席敏
（据新华社7月16日电）

漫画 李宏宇

不吐不快

“共享床铺”只是在玩概念投机

最近，“共享休息舱” 刷爆朋友
圈。近日有媒体称，北京一共享休息
舱大门紧闭，并未营业，而一自称为
该区域办公人员的男子称，共享床铺
已被警方查封。对此，该公司负责人
称，至少现在公司没有得到任何相关
通知，对于场地那边有人说被查封的
事， 需要进一步和相关部门去核对。
（7月16日《法制晚报》）
虽名曰“共享床铺”，但我们实
在想不出，它与“共享经济”有一丝
一毫的关系。现实是，即便北京的一
处标志性 “共享睡眠舱” 被警方查
封， 也未曾引发太多的舆论回弹，这
与共享单车推广初期众人齐声援的
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随着
以“共享”为噱头创业项目的层出不
穷，“共享经济” 的概念红利已趋向
于消弭殆尽。不仅创业者越来越无力
将自己的“生意”和“共享”之间建
立起有说服力的联系，就连消费者也

百姓话语

越发对之兴趣寥寥甚至审美疲劳。
各式“共享系”的创业项目，其中
绝大部分都与共享经济毫不沾边。从本
质上说，此类项目不过是对特定传统业
态的一种概念再包装，而并没有任何的
原创性商业内容。以“共享床铺”为例，
其最核心的业务，无非还是床铺出租或
住宿服务——
—这与早已有之的青旅酒
店太空舱房间、快捷酒店的钟点房完全
可说别无二致。如果说非要说它们之间
有所区别， 那么也仅仅在于 “共享床
铺”整体设备设施更简单，预定、支付、
入住等环节更便捷而已。
明明就是传统的住宿服务，为何非
要给自己贴个“共享床铺”的标签？之
于此，一方面固然有概念投机、跟风炒
作的考虑；另一面，则显然是试图以所
谓的“模式先进性”来绕过现有的公共
监管。众所周知的是，按照现有规定，旅
馆实施特种行业管理。理论上，一家旅
店要想正式营业，必须走完消防、卫生、
工商、公安等一系列审批流程……“共

享床铺” 极力将自己与传统旅店区分
开来，很大程度就是为了避开相关职能
部门的审查。
一名曰“共享”，就拒绝监管，这是
很多创业项目的老套路了。其惯用的说
辞 是 ，“我 们 并 不 是 ×× ， 而 是 共
享××”。 这种语言修饰和逻辑诡辩，
最终目的无非是否定既有法律法规的
适用性， 否定职能部门依法管理的权
利。可问题在于，全社会在形形色色共
享项目的“再教育”之下，已经越发意
识到了其中的强词夺理与潜在风险。须
知，创业者口中的“共享床铺”，实际上
很可能就是“非法小旅馆”，其被警方
查封并不令人意外。
在共 享 项 目 遍 地 开 花 的 年 代 ， 公
众所感受的或许并不是商业创新所
带来的社会福祉 ，而更多只是对投机
者嘴皮功夫的反感与厌倦。当所有的
东 西 都 被 冠 以“共 享 ” 之 名 ， 那 么 这
个被玩坏了的概念，终将失去市场感
召力。
然玉

重申斑马线上的行人路权

日前， 广东全省21个地市公安交
警部门同步开展礼让斑马线行动日执
法直播活动。在活动中，广州市和清远
市交警分别亮出了 “鹰眼查缉系统”
和 “要求违法人体验站岗” 等 “利
器”。 据统计，7月15日全省共查处机
动车不礼让人行横道200余起， 行人
不按信号灯通行40余起，教育劝导行
人500多人次。（7月16日《新快报》）
“假如前面过马路的是你亲人，
你也不让行吗？”几年前，笔者在杭
州乘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在没有红绿
灯的路口主动礼让横过马路的行人，
探讨过程中出租车司机如是说。遗憾
的是，现实中很少有人能够如此换位
思考。城市交通的拥堵，一个重要原
因即是人和车的相互“较劲”——
—行
人埋怨开车的不守规矩，开上车的又
反过来埋怨行人不守规矩。在城市道
路上，双方既隔膜着，又矛盾着，还相
互讨厌着。于是，人为导致的拥堵成
了一大病灶。
这种情势下， 唯有擎起法令予以

厘清。事实上，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相关法律对机动车和行人的路权划分
有着具体的规定， 行人翻越道路隔离设
施、闯红灯等等属于违法行为；而机动车
在人行横道前未减速行驶或者未按规定
礼让行人的， 则有明确的罚款和扣分标
准。之所以要厘清机动车和行人的路权，
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法律保护的最高权
益， 行人不按信号灯通行以及机动车不
按规定礼让行人， 不仅仅会导致交通拥
堵，更大的风险是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 在强调行人按照信号灯通
行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的同时， 有必
要规制机动车按规定礼让行人。 行人
相对于机动车属于弱势交通参与者，
在斑马线等交通交汇场合理应 “车让
人”。一定意义上，之所以在道路上施
划出斑马线， 就是赋予行人过马路的
路权，当行人在斑马线上通行时，这条
斑马线的路权就属于行人而非机动
车。换句话说，没有行人通过的斑马线
路段，就是整条道路的一部分，机动车
可以连贯行驶； 而一旦有行人站上了
斑马线， 它就是横亘在机动车前的一

道“屏障”，机动车不可以侵犯他人的
路权而冲破“屏障”。
机动车按规定礼让行人，是国际通
行的交通规则。在一些发达国家，机动
车礼让行人以及在道路上不乱按喇叭，
已经成为驾驶人的一种驾驶思维。然而
这并非因为国外的“汽车文明”中带有
先天的自律性。笔者曾跟国外的朋友就
此交流过，很多国家“车让人”蔚然成
风， 也是经历了一个严管严罚的过程。
比如在美国，法律规定行人具有绝对的
路权，从来只有车让人，没有人让车。否
则，驾驶人不仅要面临高额罚款，严重
的还会有牢狱之灾。
以此来看，广东开展的礼让斑马线
行动日执法直播活动，可谓是一场道路
交通规则意识的公开重申。 礼让行人，
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体现，在汽
车时代，更是人们的规则意识在驾驶过
程中的体现。规则意识是现代社会所必
需的，只有行人秉持交通交汇场合行走
的规则， 驾车人秉持驾驶通行的规则，
我们才能迎来一个相互包容和礼让的
汽车文明时代。
王艳明（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