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日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

战领导小组发布通报:近日，新

闻部门报道了我省驻马店市上

蔡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影

响空气质量检测数据为由，阻

止农户机收小麦，要求农户 70

亩小麦全部用手割。通报认为

这种做法极其错误。（6月 8 日

《新京报》）

对于群众的困境和机割的

好处，当地城管局未必不知道，

之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当然

有自己的小九九。毕竟，在刘女士家

麦田三百米左右的位置，有一个省级

空气质量监测站。刘女士用机械收

割麦子难免产生扬尘，势必影响监测

站的数据，如果上级追究下来，说不

定还得因此受处分。由此不难窥见，

要求刘女士放弃机割采取手割，所

谓的“污染”只是块遮羞布，说到底

还是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

众所周知，进入夏秋“双抢”阶

段，往往是环保高度戒备时期。为

了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各职

能部门加强治理措施，倒也无可厚

非。问题在于，为了监测数据光鲜，

就禁止农民用机器收割，未免太过

于 简 单 粗 暴 。 这 样 因 噎 废 食 的 管

理，从一个侧面说明，个别领导干部

决策时并未从群众的立场去考虑，

根本没把群众的利益当回事。

事实上，环保工作是一项久久

为 功 的 事 业 ，不 可 能 毕 其 功 于 一

役。农业是个时令性很强的行业，

抢收抢种无非几天时间，即便机割

会造成暂时性污染，也应特殊情况

特殊对待。然而，只因担心扬尘对

监测数据产生不利影响，当地城管

局就剥夺了农民的机割权利，真叫

一个任性。不顾天时农时，无视民

心民意，以牺牲群众利益换取监测

数据好看，如此急功近利，恰恰暴露

了官僚主义做派和形式主义尾巴。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当地上级

部门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反

对环保形式主义，坚决制止各种官

僚主义、形式主义行为。笔者觉得，

“坚决反对和制止”不能停留在纸面

上 ，相 关 部 门 有 必 要 启 动 问 责 程

序。毕竟，群众苦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久矣，只有发现一起严惩一起，才

能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担心扬尘污染也不该让群众闹心
□ 武西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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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国家医保局：城乡居民医保个人账户
取消不会降低医保待遇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的关于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政策的解读指出，城乡居

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取消并不会降低居民的

医保待遇，而是通过推进门诊统筹进行替代。

各地推进门诊统筹后，可将门诊小病医疗费用

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群众在基层医疗机构

发生的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医疗费用均可报

销，比例在50%左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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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昌莲

规范网络问诊，还须监管“对症下药”

时事乱炖

“种草”须理智
“拔草”须谨慎

热点冷评

□ 杨玉龙

右耳常接电话不会伤害大脑？假的！

专家介绍，左耳或右耳接电话对健康的影

响没有区别，因为左右耳离我们的头颅与大脑

的距离一样。专家首先建议大家在嘈杂的环

境之下不要用耳机去倾听，其次倾听的时间不

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不要超出危险的响度。

85分贝以上就是一个可以导致耳聋的响度。

@央视财经

微声音

近日有媒体报道，用户花费 450

元通过网络问诊平台向儿科医生咨

询，得到的回复却是“最好带孩子来看

一下专科门诊”，这样的回复让用户觉

得“质次价高”。记者搜索发现，类似

的投诉可以找到不少，主要集中在“互

联网问诊医生的回复慢、回复内容对

治疗没有帮助”几个方面。（6月9日

《常州晚报》）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开始出现“互

联网＋医疗健康”的平台，资本市场一

致认为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于是，不

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以丁香园、好大

夫、春雨医生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吸引

大量医生与患者加入，提供包括在线

诊疗在内的系列服务。新事物成长过

程中，问题也逐渐显现，回复慢、诊疗

未达到预期，是针对类似网络问诊行

为最常见的投诉。虽然业内人士透

露，75%的投诉者得到了退款，但也对

“网络问诊有何意义”产生了质疑。

对于网络问诊这种形式来说，想

要良性发展，医生、患者与平台方的定

位都应该准确。首先病人要知道，网

络问诊不能代替现实中的线下就诊；

同时，医生也应该意识到在付费的情

况下，应该向病人提供有价值的回答；

再者，对一些有争议的问诊过程，网络

问诊平台应该给医生一个相对来说公

道的评判，比如组建同行评议团队，来

维护医生的正当利益。

特别是，规范网络问诊，还须监管

“对症下药”。事实上，互联网医疗监

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个

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互联网企业和患

者多方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的发

展环境。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相关

部门已经出台了规范互联网医院的规

章，应尽快细化落地措施。比如，出台

细则明确如何集合卫生、公安、网信等

部门力量，加强有效监管；如何对网上

违法行医行为进行处罚，压缩未经审

批登记的互联网诊疗平台生存空间；

等等。此外，应进一步发挥群众监督的

力量，尽快公布合法合规的互联网医疗

机构名单和举报电话，尽快开放互联网

医疗机构资质查询系统，引导群众到

正规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就医问诊。

“种草”，就是把一种物品推荐给另一个

人，让另一个人喜欢这种物品的过程。“种草消

费”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业态，对于提高消费者

的决策效率、提供更多科学合理的选择提供了

便利。但“种草”也面临着被玩坏的风险，“网

红”推荐低劣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的现象时

有发生。因此，消费者“拔草”时，还要保持理

性消费，避免“掉坑”。（6月9日《经济日报》）

虽然在当下“网红种草”“粉丝”埋单的消

费趋势已愈发明显，不过，也应该认识到，即便

是借助各种社交平台，“种草消费”有了更大、

更广阔的平台，且买卖双方只要在法律框架内

行事也就未尝不可，但是无论是“种草”还是

“拔草”，也不能缺失最基本的理智与谨慎。尤

其是，“网红”推荐低劣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

的现象时有发生，也就更须引起警惕。

从“种草”角度来看，无论是有一定号召能

力的网红，还是热衷于网络营销的企业，均应

该坚守最基本的商业道德准则。于个体而言，

“种草”须理智正在于并不是什么样的“草”都

可以种，首先应该保障产品的质量，而不能靠

低劣产品忽悠“粉丝”以及受众；同理，于企业

而言，也应种下优质的“草”，以服务好受众，而

这也是发展基础。

从“拔草”角度来看，消费者一则应避免跟

风消费，追随网红消费虽可但应牢记口袋里的

钱是自己的，切莫不理性消费，比如，跟风消费

后，才发现有些根本不适合自己，退又退不回

去，最后只能默默放在角落里吃灰；二则“拔

草”前要多看几个平台的介绍、更多网友的评

论，以避免被“三无产品”等所伤；三则注意消

费证据的留存，以便于事后维权。

同时，也正如专家建议，对于“种草”产生

的风险，还要关注顶层设计，从政策方面对平

台、商家、各类信息推送机构都做好约束，对其

中的虚假宣传零容忍，把好“种草消费”的质量

关。诚如其言，监管部门有必要创新监管举

措，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与追责，平台本

身也应完善制度、守住质量关，毕竟“种草消

费”同样不能脱离法治监管。

为了“指数”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