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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抓到底，何谈攻坚克难？
罗争光
违规建在秦岭的别墅，
按说基层监管部门
照章办事就完全可以拆除，
却历经四年查而难
拆，甚至还边查边“野蛮生长”，直至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六次批示，中央专门派出专项整
治工作组，
才把这个
“钉子”
彻底拔除。
9 日播出的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让
人们进一步了解到“秦岭违建别墅拆除”背后
的迂回曲折，更进一步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对推进工作造成的严重危害。
回顾秦岭违建别墅整治过程，地方在落

刘诚龙

何 焯 谢 本 师

何焯本卑微，他是康熙
拔贡，拔贡听是好听，类似
保送生。他被拔贡后，
“赐
举人，复赐进士”，学士、硕
士、博士、博士后，诸文凭，
皆非考试得来，
真是命好。
也不全是何焯命好，其
学也甚佳。是个读书种子，
少年迟钝，刻苦自励；一生
读书不辍，藏书万卷；他有
个读书轶事，为时人所道。
曾遭人陷害，劾他反清反专
制主义，朝廷便捉了他，投
狱 。 何 焯 牢 狱 中 ，心 境 宁
静，读书读得入境。有回有
师友去探监，未及牢门，但
闻书声琅琅，瞧去，原来是
何 焯 脚 戴 镣 铐 ，手 持《易
经》，在那咿咿唔唔，摇头晃脑，镣铐拖地，拖地
有声，
貌似伴奏。
读书好，
便可以一路保送？不尽然，
何焯是
拜了师门的。
“时徐尚书乾学、
翁祭酒叔元，
方招
收海内新进，
何以值其门。
”
翁叔元好理解，
他本
祭酒，
大清大学校长，
他招收博士、
博士后，
是本
行；徐乾学是尚书，他当客座教授？也招收博
士？徐尚书，恐非尚书，并不把崇尚读书，他的
意思是，
要壮大门庭，
打造官场徐系。
何焯先前也是附之的，却是感觉越来越不
对劲，徐尚书非正道人也，其人品不待人见，招
摇纳贿，物议沸腾。有回，徐老师当了学政，学
子招了来，归公，银子收了来，归私，何焯听说
了这等事，心中气愤，
“ 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刊
刻发卖，寓言讥刺。”徐氏气了半死，两人因此
闹崩，
断绝师生关系。
何焯与徐绝交，故事不彰，他与翁师傅大
闹一场，请削门生籍，时人广播，人人称快。翁
叔元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能一言以蔽之。他有
所一长是，会出考试题目，善制艺。尤其是当
得清廉两字，其开考取士，
“拔毕世特等”，做各
地学政，
一分钱也不收，
清廉之声不错。
翁师傅廉政上背脊硬朗，却不能说他是硬
骨头，他喜欢给人当枪手。
“初，明珠当国，势张
甚，其党布中外。”翁师傅学界他是祭酒，官场
他是部级，
两头通吃，
自然被明珠纳为心腹。
时有汤斌，清正廉明，
“ 国朝语名臣，必首
推睢州汤公。”汤斌既清正，又耿直，明珠当国，
臣工一半天下归之，而汤斌不让明珠收编，明
珠便视汤斌为异己，欲除之而后快。这等事，
明珠不便亲自出面，暗授机宜，叫翁老师写弹
章，弹章一上，明珠批转，交吏部或刑部议处，
明珠要搞死一个人，
烂容易。
明珠要搞汤斌，正好抓了个把柄，
“适清廷
下诏求言，灵台郎董汉臣上书，多指斥时事”，
清廷下诏求言，原来是引蛇出洞。董哥姓董，
却是懵懂，乱发议论，
“下九卿议”，其他人都吓
着了，独有汤斌给董说话，
“ 董虽妄言，无死
罪。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吾辈常自省。”明珠
听说汤斌妄议，他抓了辫子。叫翁师傅写弹
章，
“于是翁叔元受要人旨，与尹泰、舒淑、开音
布，
并劾耿实无病，
汤妄荐。
”
“何焯在门下，
初甚赏之。
”
可这个何焯啊，
听
说师傅居然当了鹰犬，
帮着明珠剿杀善类，
“遂登
翁之门，
攘骂不已”
。何焯骂师傅，
不是办公室，
也不是路上碰起，
而是一股忠勇气，
跑到师傅家
去；
也不是声若蚊音，
而是脸来相来，
手舞足蹈，
手指头指到翁老师脸上，
怒发冲冠，
义愤填膺，
跳
起来骂，
其态可掬。未了，
“索还门生帖”
，
我不认
你是我老师，
你也别认我是你学生。
何焯与汤斌，
两人无甚交集，
明珠支使翁氏
弹劾汤公，关何焯何事？毫无直接利益冲突嘛，
何焯人格正在此处显影，
当见善类被丑类欺凌，
虽与己无利害，却挺身而出，伤及自身，无所顾
也，
这便是正气，
这
便是人格。何焯谢
本师，足显其正气
人格，
为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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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
“中梗阻”
力破
“救命药”短缺
肖思思

实中央要求时，有会议传达，有领导批示，有
工作督察，有结果报告，看似在层层推进，实
际却在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作风问题之
严重令人瞠目。
习近平总书记四年间就这项工作先后六
次批示，以钉钉子的韧劲，为全党上了一堂生
动的作风建设课，教育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唯
有真抓实干、一抓到底，才能真正把工作推动
向前。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 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
“一竿子插到
底”……习近平总书记类似的“金句”可谓家
喻户晓。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秉持这种真
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
没有一抓到底，何谈攻坚克难？没有真
抓实干，
梦想如何实现！

惠民设施要真惠民
文
前不久跟朋友聊天，了解到一件怪事。
朋友所在的单位建了三座充电桩，本该是一
件值得高兴的事，可观察后却发现，充电桩
建在内部停车场，社会车辆无法进入，而单
位开新能源汽车的人又没几个，结果导致充
电桩长期被闲置。本是惠民设施，却因为资
源错置成了摆设，
令人遗憾。
事实上，类似现象并不罕见：乡村篮球
场建在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村图书室
成捆的图书报刊被冷落在墙角，城市里的数
字信息亭少有人光顾……为丰富基层文体
活动、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国家有关部门出

武
台扶持政策、增加补贴，对此老百姓是欢迎
的。但在落实中，个别单位和部门没有充分
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工作做得还不够细、
不够实、不够深入，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
以指标定考核，用数量换质量。如此，反而
让公共福利打了折扣。
有人说，
“没有作用”
就是形式主义。让惠
民设施真正惠民，
一方面，
在落实上，
相关部门
应做好调研工作，
精心谋划、
精准施策，
与群众
的实际需求有效对接。另一方面，
在考核上，
不仅要检查指标完成数量，更要检查完成质
量。唯其如此，
方能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

过去一段时间内，以缓解有机磷农药中毒
的首选药氯解磷定、抗休克的血管活性药去甲
肾上腺素等急救药为代表的新一轮临床常用药
品短缺或涨价，
牵动万千患者的神经。
药品关系国民健康，
急救药更关乎人命，
解
决急救药短缺问题刻不容缓。目前我国药品短
缺已非
“缺医少药”
的普遍性短缺，
而是少数临床
必需的药品供给质量和效率不高、
供应保障政策
不够细化、
相关环节衔接不够顺畅导致的短缺。
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短缺药品供应保
障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发挥作用，
政府、
市场两只
手必须双到位。当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这只
手需更好发挥作用，保障药品尤其是临床必需
“救命药”
的供应。
从近处着眼，
需对紧缺药品定点生产，
建立
药品紧缺预警机制；还需对药品价格暴涨追根
溯源，
摸查原料药价格上涨的原因，
从源头保障
急救药的产业链条。此外，需建立急救药品价
格的合理制定、动态监管机制，避免招标价格
“倒挂”导致生产企业放弃市场，垄断性生产经
营加剧急救药缺货断供。市场监管部门要严厉
打击垄断涨价等各类垄断行为，维护药品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查
处了一起扑尔敏原料药企业垄断行为案件，湖
南尔康、河南九势两家涉案企业被罚没款共计
1243.14 万元。
从长远来看，短缺药品供应离不开体制机
制的支撑和保障。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应发挥
“系统思维”，
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需通力合作，
共同发力，疏通药品研发注册、生产流通、采购
使用等各个环节的
“梗阻”
。促进医疗、
医保、
医
药联动改革，
深化医药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为全面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生命面前，争分夺秒，生死时速。政府“强
有力的手”
就如
“急救药”
一样，
需在市场失灵的
紧要关头发挥作用，才能保证患者在急需时有
药可用。

贯彻
“四个最严”
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
杨 柳

梅花开 引鸟来

秦刚 摄

致敬冷板凳上那颗火热的心
陈芳 董瑞丰
科技奖励大会，一年一度的盛典。两位
最高奖获得者坐上主席台，同党和国家领导
人一道为其他获奖者颁奖，这是一个国家对
优秀科研人员的最高礼赞。
面壁数十年，国之重器的两位“大工匠”
刘永坦、钱七虎，一个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
眼”，一个潜心铸造了“地下钢铁长城”。两
位耄耋之年的科学家共同获得 2018 年度我
国科技界最高奖励。
甘坐冷板凳、勇做挖井人，是基石，也是
标杆。
在本次科技奖励大会的获奖者中，重庆
师范大学教授杨新民将数学作为一生志业，
30 年如一日，做出了国际同行高度评价的结
果；中南大学一支研究团队为解决高铁的空
气动力和碰撞安全问题，20 多年奋战在高寒
高原环境，为铁路六次大提速作出重要贡献
……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
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获奖项目
从立项到成果发表或应用，平均时间为 11
年，其中近一成的项目经历了超过 20 年的攻
关和积累。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
伪和骄傲。科学家最宝贵的品格是坚定的
信念、执着的追求和踏实的作风。从这些获
奖者身上，人们感受到科研人员淡泊名利、

甘于寂寞、
埋头苦干的精神。
从钱学森、邓稼先到黄大年、南仁东，从
袁隆平、孙家栋等历届国家最高科技奖得
主，到千千万万坚守各自岗位的普通科研人
员，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每一
件大国重器、每一项科技创新的背后，无不
凝聚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心血。
板凳可以冷，
科技报国的心一定火热！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产生历史性交汇，我们
既面临赶超的历史机遇，又面临差距可能拉
大的严峻挑战。基础研究依然存在短板，部
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全社会鼓励创
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有待优化等等，
我国科技领域还有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才驱动。要让愿
意创新、有创新能力、取得创新成果的人得
到社会更多的尊重，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创新科技投入政策和经费管理制度，扩大科
研人员在技术路线选择、资金使用、成果转
化等方面的自主权，把科技人员创新创造活
力充分激发出来。
这是一个科技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火
热的心可以“焐热”冷板凳的时代。把握大
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广大科
技工作者勇做新时代的排头兵，必将写下奋
斗者的辉煌答卷。

从联合调查组进驻权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被依法刑事拘留，
权健事件曝光后，
一系列行动
迅速而有力。针对保健品市场乱象，必须贯彻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
加大整治力度，
同时加快构筑科
学完善的安全治理体系，
规范市场发展。
近年来，
人们保健养生意识越来越强，
保健
品行业得以迅猛发展。巨大的市场和高额的利
润也催生了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虚假或夸大宣
传、违法广告、消费欺诈、制假售假等问题。从
鸿茅药酒到权健事件暴露出的是整个保健品行
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少保健品生产企业
打着“高科技”
“祖传秘方”等旗号，把产品吹嘘
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诱导部分缺乏医学
常识、
警惕性不高或病急乱投医的人上当受骗；
在保健品中非法添加化学药品成分，危害人体
健康；部分保健品企业靠“月入百万”的致富谎
言“拉人头”，
名为直销经营，
实则干着传销的勾
当……
保健品市场乱象丛生却屡禁不止，涉事保
健品企业屡查不倒。究其原因，首先是保健品
行业准入门槛低，原料标准、配方和生产工艺、
加工等缺乏严格的规范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
审批又相对简单，导致大量非专业化企业涌入
保健品行业；其次是多头管理、
权责不清也造成
了对保健品市场的监管不力；再次是地方保护
主义作祟，在处理一些企业的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时巴掌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甚至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要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
必须坚决贯彻
“四
个最严”
要求，
针对暴露的突出问题加速完善法
律法规，尽快出台针对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的专
项条例及相关配套实施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
依；要加强保健品国家标准体系建设，
确保产品
质量稳定可控；要建立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市场
流通的全过程监管体系，
不留死角；要明晰相关
部门审批、
监督和处罚职责，
建立监督通报协查
制度和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出现问题，
要露头
就打、
一查到底，
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
为、
取缔整治违规企业，
绝不手软。
惩恶才能扬善，
只有大力整治保健品行业乱
象，
才能引导保健品行业持续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才能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