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我选择在京实习，前两日母亲因
挂念前来探望，但望子心切的她竟然没顾
上订住处就跑来单位找我。

下班后我和母亲在路边刚订好住处，
正准备用手机叫车，突然间却下起暴雨。

与我们同样淋着雨站在路边的是一位
陌生的男子 ，他不停打电话问对方“到哪
了？”“何时到？”与此同时我和母亲的两个
手机也都还在订单呼叫界面，时间一分一
秒过去，依然无人回应。

我心里纳闷，怎么同样站了这么久人家
就叫得到司机，我的订单就石沉大海了呢？
正困顿着，旁边的男子突然向一个身影匆忙
招手，走进才发现，原来他叫的是代驾。

眼见着浑身湿透还拉着行李箱的母亲，
我心里更加焦急。

不成想，刚才那个男子竟突然对着我
们喊：“雨下这么大 ，你们是去哪？需不需
要送你们一程？”还没等我们缓过神，他紧
接着解释道 ，“啊 ，你们放心 ，我就是看现
在恐怕不太好叫到车。”

确认酒店位置刚好顺路，也不会影响
到他 ，我和母亲接受了他的好意。因后备
箱剩余空间太少，他又冒雨帮我们把行李
箱放在后座位置。

等送到酒店门口，我们再三向他道谢，他
一再表示“只是举手之劳”“互相帮助应该
的”。

与他挥手道别 ，目送那个男子离开
后 ，我和母亲心里暖暖的。我们真是没料
想到 ，也不敢设想会得到这样突如其来 、
萍水相逢的帮助。

我们终日忙忙碌碌，好不容易能喘口气，
却也无心驻足观察身边的人和事，而是更愿
意打开手机隔着屏幕看世界。

那个世界里 ，好像充斥着诈骗 、背叛
和各种事故 ；那个世界里 ，老人摔倒了扶
不扶也要先辩论一番 ；那个世界里 ，不能
和陌生人说话……有太多的故事最后演
变成耸人听闻的噱头。

其实，我们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糟糕。只
要我们能偶尔停下脚步，用心去感受，就会发
现有非常多的美好。像那个陌生男子的温暖
相助，像那样古道热肠的情怀，还有那句“互
相帮助应该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暖”雨夜

王好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宣布，
36 种药品经谈判成功正式纳入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乙类范围。据悉，这 36 种药品多为高价刚
需药，谈判后的医保支付标准与 2016 年
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到 44% ，最
高的达到 70% ，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将
大为减轻，也兼顾了医保基金的负担能
力。(7 月 20 日《人民日报》)

高价刚需药的特点，一是价格很高，
以致很多患者无力负担；二是刚性需求，
某种病非得用某种药，往往没有理想的
替代药品。可以想象，这两个特点加在一
起，对于很多患者是多么痛苦无奈的事
情：常用用不起，不用又不行。

面对高价刚需药，医保同样左右为
难：将其纳入医保药品目录 ，医保基金
支出可能承受不了 ；不将其纳入医保报
销范围，便只能眼睁睁看着许多患者用
不起药 、治不起病。

通过政府部门与药企谈判，将高价刚
需药的价格降下来，然后将其纳入医保，这

恐怕是化解难题唯一可行的办法。

实际上，政府部门在谈判中拥有强
大的优势，这个优势不是手中的权力，而
是巨大的市场——— 某种药品一旦被纳入
医保药品目录，就意味着患者使用这种
药品可以报销，其销量必将大幅度上升。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这个巨大的药品消
费市场，使得医保药品目录成了药品销
量、企业利润的最可靠保证，成了药企梦
寐以求的膏腴之地。此次 36 种刚需药品
以大幅度降价换取进入医保药品目录的
机会，正是政府部门在谈判中充分利用
市场优势所取得的成果。

通过谈判压价，将刚需药品纳入医
保报销范围，这种办法可谓一举三得。其
中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患者，他们使用这
些药品的花费不仅比以前便宜很多，而
且还能报销 70% 多的医药费，患者个人
负担将大大减轻。从这个角度看，医保药
品目录准入谈判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
工程，而医保药品目录的扩容，无疑是政
府公共卫生保障水平 、民众医疗卫生福

利水平提升的一个显著标志。

相关药企当然也是受益者。虽然药
价降低了不少，但这是“以价换量”的明
智选择，或者说是“薄利多销”的经营策
略。药品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意味着
药业拥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更有力
的政策支持，将给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市场和政策支持。事实上 ，此
次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充分体现了
政府对医药创新的重视和支持，西达本
胺 、康柏西普 、阿帕替尼等国家重大新
药创制专项药品全部谈判成功，被正式
纳入医保药品目录。

“药品降价入医保”也兼顾了医保基
金的负担能力。相关药品大幅度降价，
使其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成为可能，同
时也相当于节省了医保基金支出，提高
了医保基金支出效率 ，达到了“花最少
的钱 、办最大的事”的目标。这是我国首
次开展药品目录准入谈判，相信将来这
样的谈判还会继续开展下去，并且向其
他领域推广。

“药品降价入医保”一举三得
晏扬

严守生态底线 推动绿色发展
新华社评论员

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问题督查处理情况及其教训通报全国，包
括 3 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领导干部因
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被严肃问责，彰显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
决心，释放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强烈信号。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
早已被历史反复证明的规律。祁连山是我国西
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
流地，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祁连
山生态环境好坏，直接影响甘肃、青海数百万
人口的生产生活。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祁连
山先后经历了森林采伐、矿山探采、水电开发、
旅游设施建设等几轮大规模开发。在“靠山吃
山、有水快流”的观念作用下，长期无度索取导
致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严重，生态安全底线岌

岌可危，深刻教训必须认真吸取。

想法决定做法，理念指导行动。严守生态
底线，推动绿色发展，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刻不
容缓。纵观近年来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案例，
一个共性问题是发展理念不对头，忽视乃至无
视生态环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
一地的经济增长。这种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
功近利的思想和做法，不仅危害当地可持续发
展，更会祸及子孙后代。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
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
人类自身。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只有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发展路子，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
然上走弯路，迈向永续发展之路。

问责一地，警示全国。这次严肃问责充分
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决不是可松可紧的软约

束，而是必须坚决落实的硬任务。在生态环
境保护上不履职不尽责，就要被问责追责。

不久前，中央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提出 6 项重点任务，涉及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保护修复
等方面。把这些任务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
干部。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
设责任制，明确责任追究情形，对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严肃追责，把
正确导向立起来，压实责任、激发动力，形成
守土有责、履职尽责的强大执行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处理好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发展过程中需
要不断解决好的课题。“草木不植成，国之贫
也”。在祁连山等欠发达地区，生态问题往往
与贫困伴生。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绿色发展
是必然抉择、必由之路。各级干部要坚决摒

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
法，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从过多依赖资源能源
消耗向依靠绿色产业、绿色产品发展的轨道
上来，以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和旅游文化业
拓展延伸为突破口，谋绿色发展、做绿色文
章，才能为可持续发展开辟新天地，让绿水
青山成为群众的致富靠山。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
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对执政
能力的现实考验。各地各部门和各级干部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坚守生态安全底线，着力推动绿色发
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
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共同建
设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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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裸奔”

近日 ，百度网盘被爆
出泄露个人信息。据了解，
百度网盘虽不自带搜索功
能 ，但通过第三方网盘搜
索引擎可查询到百度网盘
用户的大量照片 、通讯录，
甚至不乏政府 、高校及公
司内部文件等隐私内容 。

网友惊呼“被裸奔”。

漫画：曹一

虽然百度回应信息绝
不会被别人看到，但是个人
信息安全无小事，百度应该
在程序上明确提示和说明，
引导用户保护隐私。

本栏编辑：张书旗

最近，有中国赴美留学生因吸食“笑气”而瘫痪，引发舆论关
注。国内滥用“笑气”的情形也在增加，应在监管和教育方面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

“笑气”是一氧化二氮的俗称，可用于奶油发泡、麻醉手术。

直接吸入可令人有陶醉感，致人发笑。由于易于购买、价格便宜，
一些人把“笑气”称为“合法毒品”。

实际上，笑气并“不好笑”。吸食“笑气”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好
比煤气中毒，是不可逆的，长期吸食会导致智力、视听功能障碍，
导致神经损伤，使人四肢麻木，行走困难，吸食者还可能因缺氧
而昏迷甚至死亡。

近年来，吸食“笑气”的恶习从国外传入中国，在年轻人中悄然
流行。在一些网站上就可以轻易买到“笑气”。早在几年前，国内就
有年轻人因为吸食“笑气”上瘾而进入强制戒毒所。在一些娱乐场
所，由于吸食“笑气”致幻而产生的斗殴、纠纷类警情呈上升趋势。

青少年好奇心强，世界观不成熟，自控能力较差，对于新鲜
事物往往缺乏分辨能力，看身旁人“玩”也会忍不住“试一次”，结
果一发不可收拾。还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则是由于思想空虚，无
所事事，以此寻求刺激，作为精神寄托，最终染上毒瘾。

鉴于其危害，一些国家已对“笑气”的滥用进行管控。在英
国，向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笑气”是违法行为。去年英国还
颁布《精神刺激物质法案》，进一步加大对非法销售“笑气”的惩
治力度。法案规定，以消遣刺激为目的生产、销售、进口、占有“笑
气”等行为均属违法，违者最高可面临 7 年监禁。

在日本，和歌山县和鸟取县在 2015 年通过条例限制销售
“笑气”。2016 年 2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除医疗用途外，禁
止制造、进口、销售、持有和使用“笑气”，违者可以处 3 年以下徒
刑和 300 万日元(约合 2 . 68 万美元)以下罚金。

目前，“笑气”在中国仍处于监管盲区。不少医疗、禁毒界专
业人士表示，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适当的管控措施，防止“笑气”

被滥用给社会带来危害，特别是防止危害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同时，向年轻人普及有关毒品危害的知识，引导年轻人树立
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将旺盛的精力用于求知和锻炼强健的体魄
上，也是当务之急。为此，家庭和社会都必须担负起应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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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笑”里藏毒
新华社记者蓝建中

共享经济不是共“抢”经济
新华社记者潘晔

无序停放的共享单车挤占了人行道、带来了新拥堵；小区附
近的运动场，共享篮球无人问津，装球的机柜反而占用了场
地……这些戴着“共享”帽子的新概念产品，没有实现对闲置资
源再利用，反倒抢占了资源、制造了浪费、产生了新的过剩。

近年来，共享概念的扩张显示了行业发展活力、潜力、想象
力，但发展到连纸巾也可以共享时，则反映出共享的概念被滥用
了。在资本投机推波助澜下，共享经济进一步被异化为“共抢”经
济，蜂拥而至的资本不求长期发展、但求短期暴利，越来越多的共
享产品有“共享”之名，却无“共享”之实，甚至与共享初衷背道而驰。

共享经济不是“筐”，不能啥都往里装。作为一个新经济模
式，共享经济的核心是盘活存量经济，对闲置资源的再利用。说
白了就是不必“你有我有全都有”，但求“你用我用大家用”。共享
经济也不是眼球经济，一味追求抢眼、标新立异。

业界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充分用好闲置资源，提高社会资源的
利用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在创新中找到一条适合可持续发
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更大价值、最终惠及民生的发展之路。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公布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的指导性意见》提出了“鼓励创新 、包容审慎”的原则，鼓励
共享经济在试错中逐步走向成熟。但包容审慎不等于放任
不管，对已经出现的因“共抢”导致过剩的苗头，各地各部门
尤其需要及时加以引导。

共享经济方兴未艾，需要足够耐心与智慧去培育、去引导。

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以及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只有共同参与、
协同合作，才能推动共享经济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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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全国 2 7 个主要高铁客运
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

乘客只需轻点手机 APP ，就能享受
到餐车食品或铁路沿途的特色美食，
这种多样化 、个性化的点餐服务 ，赢
得社会广泛好评。

长期以来，铁路餐饮服务较为封
闭，乘客要么自带食品，要么只能选择
价格较高、品种较少的“高铁盒饭”。此
次，铁路公司打破“封闭式”经营，向社
会开放车厢资源，这不仅方便了乘客，
提升了高铁的服务水平，也可能为铁
路公司带来更多商机。

外卖送上高铁 ，表面上看 ，这会
影响铁路自家的餐饮生意。但此举作
为铁路服务互联网化 、社会化、市场
化的一次试水，有望发掘高铁的平台
效应，挖掘其平台价值。

去年我国高铁运送旅客超过 14
亿人次 ，而且随着新线建设 ，这一数
字仍在增长。针对规模庞大的客流“金
矿”，铁路公司以餐饮服务落后痛点为
切入口，开放心态引入多种市场主体
进入线上线下经营。这有望打造“高铁
+商业”的多种新模式、新业态 ，为企
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消费升级遇上移动互联网普
及，开放合作 、跨界融合成为商业服
务发展的主题。铁路公司放开封闭的
餐饮服务 ，只是其转变观念的第一
步 ，期待其稳步 、有序地开放更多服
务领域，在提升自身竞争力 、增强客
户粘度的同时，逐步改变制度僵化、
活力不足的“铁老大”形象。

未来谁能开放自己的出行场景 ，叠加附加服务 ，让
旅行变得更便捷 、更有趣 ，谁就可能在日益激烈的运输
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期待铁路运输部门不断更新自身
的增值服务 。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

警惕假大学到农村真忽悠

“100% 就业，毕业分配到高铁当乘务
员”“农村户口享受国家助学补助，上学也能
赚钱”“与××大学合作办学，降分录取可拿
名校毕业证”……又到招生季，不少家长和
学子最近又在不同渠道看到了上述“好事”。

遇到这种听上去很美好的招生宣传，家
长和学生可要当心——— 这可能是遇到了“假
大学”或“骗子学校”。这些学校要么无办学
资质、不具招生资格，要么无实体校址、只有
空壳网站，要么仅是培训机构却打出与名校
合作的幌子……它们用极具诱惑力的广告
词，让一些高考落榜学子和社会青年跃跃欲
试，但背后的陷阱总让受害者欲哭无泪。

更可怕的是，随着城市媒体对“假大学”

的揭批力度不断加大，这些骗子已经很难在
城市骗到生源，它们开始盯上了偏远地区的
学生。记者曾关注、报道过一所培训助学机
构，现在就打着与某高校联合办学名义，成了
坑骗农村学生的“假大学”。这所学校里绝大
多数学生来自农村，每年学费要六七千元。

“假大学”危害巨大。一旦农村学生被

忽悠，进了各种各样的“假大学”，不仅白交
了学费，浪费大好的青春时光，还拿不到正
规文凭。这样的骗局，既在精神上打击着那
些期待靠教育改变家庭命运的贫寒学子，
也用骗取金钱的方式吞噬着扶贫成果。

近日，记者查看一些假大学受害者所发
的帖子发现，来自农村的受害者仍占绝大多
数。其中，不少人都怀抱着“教育改变家庭命
运”的目标前去就读，但由于一些学校的刻
意隐瞒，加之受害者核对相关学校信息的渠
道有限，使得他们很难辨别假学校。

“假大学”有哪些常见骗术？有受骗的
家长表示，现在有一些“没听过名字”的大
学 ，纷纷镇上租房开设招生站 ；还有一些
假大学的招生人员，故意入住当地教育部
门附近宾馆，显得很正规……即使家长有
一些疑问和担忧，他们也早就想好了应对
之策，确实很容易让人上当。

不过仔细想想，一些“假学校”的骗术并
不高明。今年 7 月，有网友发现一所号称能
“到高铁当乘务员”的学校，在一段简介中赫

然写着学校“是西北铁路局指定重点培养
学校”，介绍中还有“进入铁路岗位就业上
班”字样。可事实上，这是人为制造语言陷
阱外，因为所谓的“西北铁路局”纯属虚构。

对这些号称“包分配”的高铁乘务员
学校，兰州铁路局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铁路正式
招考的生源都来自参加全国统考并被录
取的考生，号称掏钱就能上的学校肯定
是假的，包分配更是荒谬。

其实，这位负责人已经把假学校的
骗人把戏揭露无遗：给钱就录取，连分数
都不需要，或降分幅度很大，而且还保就
业包分配，在高校招生越来越公平公正
公开的当下，怎么可能有这等“好事”？

尽管相关部门不断发出提醒，并对此
类学校进行曝光、打击，但每到招生季，类
似骗局就会变着戏法再来一遍，而且上当
者众。出现这个问题，监管部门难辞其咎。

有些所谓的“学校”，实际上是培训机构，
它们以公司身份在工商部门注册，为何这

样“假大学”能游离在监管之外？
严打“假大学”“骗子学校”，防止其

在农村大行其道，仍需多方给力。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民办院校招生
监督管理制度，对“假大学”的忽悠行为
零容忍。要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确保监
管不留漏洞。同时，应建立多部门联动机
制，比如，通过发布“黑名单”和提醒提示
等手段，可以帮助求学者明辨真假；对于
跨省忽悠的“假大学”，也可通过建立区
域合作机制联合打击。对“假大学”的违
法违规招生问题，应实行责任倒查机制，
用严格问责确保监管不打盹。

第二，强化规则意识，摒弃小闹小解
决、大闹大解决的“处事”思维。记者发现，
在全国多地出现的假学校招生，尤其是以
联合办学名义忽悠学生就读的事例中，个
别教育主管部门在处置过程中，存在罔顾
规则，“特事特办”主动牵线将受骗学生
“转学”至公立大中专院校就读现象。这样
的处理，虽于情合理，但于法无据，也是对
其他学子的一种不公平。

第三，将辨别假大学、假学校的相关知
识等，纳入教育扶贫的相关宣传中，在城乡
广泛形成对此类“学校”的人人喊打之势，
避免更多群众因此受到损失。

何晨阳

更可怕的是，随着城市宣传力度的加大，假大学在城市的“市场”被

日益压缩，这些学校盯上了偏远地区的有志青年

此举作为铁路服务互

联网化、社会化、市场化的

一次试水，有望发掘高铁的

平台效应，挖掘其平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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