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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脱贫攻坚进入到最后
冲刺阶段。怎么冲刺？把劲用在
刀刃上，重点解决民生“急难愁
盼”问题。然而，一些地方却把
脑筋用在了别的地方。近日，住
建部网站通报了两起涉及在城
市出入口景观搞 “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的案例，其中一个
是位于西部的国家扶贫工作重
点县———榆中县。

这个县到底做了什么呢？

公开资料显示，县里投资 6200

万元，在间距不到 500米的两
个入城口处，建设了两座高达
28米、宽达 145米的秦汉仿古
城门、一座大型雕塑以及两个
远离居住区的景观广场，投入
资金 6200万元， 平均造价达
3425元/平方米……

6200万元意味着什么？有
媒体发现，2016年榆中县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3亿元。

换句话说，两座城门、一座雕
塑、 两个广场花去的费用，就
占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年
主要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拿
全县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去
“造门”“造景”，对于一个尚戴
着“贫困帽”的国家扶贫工作
重点县来说，这就有很大问题
了， 难怪住建部要予以通报，

并要求整改。

病根在哪里？通报里说得
清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说到
底，就是搞形式主义。说到形
式主义，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这是一个老问题。 马克思说
过：“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
式， 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了。” 而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
地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

作为“四风”问题之首，形式主
义是长期以来影响党的先进
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一大破
坏因素。在今年 1月中纪委三
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作为重要任务。各地区各
部门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
责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

所谓新动向新表现，打造“出入口景观”当属其
中之一。为了提升所谓城市形象，一些地方“奇招”

不断，造绿、摆石、种花、立雕塑，更有甚者，县城面
积不过尔尔，竟然建了若干条“景观大道”“迎宾大
道”。不止如此，“形象”维护的成本也极为高昂。为
了避免领导“审美疲劳”，一些地方还热衷于重复搞
建设。 花了几十万元种植的花木没几年就全部翻
新，而道口的美化、亮化更是不断“升级改造”。一轮
又一轮的建设，劳的是民，伤的是财，而这些却成了
部分官员的“政绩”。

形式主义为何屡禁不绝，甚至不断产生“新变
种”？首先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在一些领导干部眼
中，政绩是做给领导看的，至于群众的需求，如果可
以就兼顾一下，如果不行就选择性忽略。这种“对上
不对下”的政绩观导向，给形式主义的滋生提供了
温床。去年，贵州毕节某县一养鸡场观景台曾引发
媒体热议。 该观景台花费高达 20多万元， 但登上
“观景台”，目之所及，全是鸡棚和野草，根本无景可
观。之所以要建这个观景台，主要是因为该县“脱贫
攻坚春季攻势现场观摩会”将当地养鸡场选为观摩
点之一。为了领导更好“观摩”，于是真正的主题“脱
贫攻坚”就只好让位于“观景台”了。

事实上，形式主义背后往往有着官僚主义的影
子。 列宁曾警告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
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一个心中只有“官念”没有“民生”的干部，怎么可能
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呢？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
明白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

除了政绩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往往被人们所
忽略，那就是能力问题。为什么要搞形式主义？因为
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 还是以脱贫攻坚为
例，所谓“攻坚”，意味着多是硬骨头，在这方面要干
出成效，固然需要干部走入基层、沉下身子，但是自
身没有两把刷子也是不行的。现实情况错综复杂，而
且有些还是新情况、新问题，如果还停留在老观念、

老办法，不懂得运用新技术、新手段，那么想要干出
成绩就只能走捷径。 于是乎，“填表式” 帮扶、“留影
式”入户、“卷宗式”总结等也就应运而生了。

实干才能兴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
要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努力，不能掺水，更不能
玩虚的。与其斥巨资“造景”“造门”，不如多想想怎
么提高执政本领，为老百姓多干点实事。毕竟，民心
才是最大的政绩。

扫码重温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5年前的今天， 中国饱和潜水作业能力取得
重大突破。2014年 1月 25日，靠泊在深圳赤湾码
头的中国首艘饱和潜水工作母船“深潜号”上，在
高压环境暴露生活了 380 小时的 6 名饱和潜水
员完成减压，依序出舱，安全返回工作母船，潜水
员身体状况良好。至此，中国
首次 300 米饱和潜水作业取
得圆满成功。

饱和潜水作业能力的重
大突破，对保证我国水上交通
安全、加强交通战备和挺进深
海、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的
里程碑式意义。

（见习记者 范志睿 整理）

2014年 1月 25日

中国首次 300米
饱和潜水顺利收官

深入推进政法机构改革
本报讯 （记者 简工博 通讯员 郑法玮）

昨天， 市委政法委召开 2019年第一次全体
委员（扩大）会议，就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推动上海政法工
作开好局起好步，进行工作交流。会上还审
议了全市政法工作报告。市委常委、副市长、

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主持会议并讲话。

陈寅指出， 全市政法系统要周密组织，

联系实际抓好学习贯彻，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推动政法工作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要以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为突
破，深入推进政法口机构改革，全面完成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加大改革的总结、宣
传、督查和深化力度。要理清全年政法工作
思路，把握工作重点、强化督查评估、加强组
织保障，全力以赴抓好贯彻落实，以优异成
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陈寅强调，当前重点要做好维护社会持
续稳定、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等工作，并要加强春节期间烟花爆
竹管控和政法队伍的廉洁自律教育管理。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市高院
院长刘晓云，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参加会
议。

上海产业能效指南升级
本报讯 （记者 刘锟）昨天，新版《上海

产业能效指南》正式发布。作为指导产业能
效提升和结构调整的工具书，15年来， 上海
结合产业发展的定位和趋势，已进行了六轮
更新。

新版指南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发布“最
优”能效标杆，遴选了本市 60个重点产品的
117个国内国际标杆值，提升国际标杆值 19

个，国内标杆值 27个。二是发布“最新”水效
指标， 首次纳入 29项产品水效标准和设备
用水效率等级标准、92个水效指标； 三是发
布“更全”能效指标，扩充了 800 余项工业、

交通、建筑、公共机构等领域和重点用能设
备的能效指标。

党员干部走下去成常态
本报讯 （记者 简工博 通讯员 郑法玮）

昨天，市委政法委召开本市政法系统大调研
工作总结和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总结 2018

年全市政法系统大调研工作，研究部署推进
今后一个时期大调研工作常态化、 制度化。

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出
席会议并讲话。

2018年，全市政法系统认真贯彻市委统
一部署，紧紧围绕“六个紧扣”“两个全覆盖”

工作要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扎实有效推
进大调研，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得到
明显改进， 一批涉及政法系统改革发展、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全市政法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得到有力推
动。全年共开展调研 12693 次，涉及调研对
象 42516个， 收集各类问题 6327个、 建议
5586条，解决问题 5898个。

陈寅强调， 全市政法系统要领导带头、

以上率下，深入基层、走进群众，确保大调研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
中心工作发现和梳理问题，形成分级分责的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要改进作风，让党
员干部经常走下去成为常态，采取多形式多
渠道的调研方式， 促进大调研纵深发展。要
深化成果运用，固化一批制度、形成一批成
果、推动一批重大改革任务落地，确保取得
中央和市委满意、广大政法干警满意、人民
群众满意的良好效果。

沪上暖心年夜饭
致敬外来建设者

本报讯 （记者 刘锟 实习生 曹靖华）

昨天，上海市总工会联合浦东新区总工会举
行“团团圆圆年夜饭———上海工会向外来建
设者致敬”活动。近 600 位来自家政、物流、

环卫、 公交等各行各业的职工代表欢聚一
堂，同吃年夜饭，喜迎幸福年。

60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一个个精彩的文
艺节目，让外来建设者在“第二故乡”感受着
浓浓的年味，感受着家一般的温暖。活动现场
还为他们带来节后返沪火车票补贴等福利。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莫
负春出席。

外资零售业持续看好中国未来
新年伊始纷纷宣布将加大力度“全球直采”，抢抓消费升级“风口”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新年伊始，上海
的外资零售业频频发力：罗森（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迎来了在中国第 2000家店铺———

上海罗森金汇南路店； 沃尔玛上海山姆会
员店经过升级改造后重新开业， 并宣布上
海第二家山姆会员店将落户青浦， 预计今
年开业；汉堡王在中国内地的第 1000 家门
店———上海青浦合生新天地餐厅日前开
业。汉堡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CEO 埃克
雷姆·厄泽尔认为，这是一座里程碑，更是
再出发的起点。

不仅是开店数量，店铺质量也在不断提
升。2018年全年共有超过 3000 个国际国内

品牌在沪首发，新进首店 835 家，其中中国
首店超过 300 家，是上年 2 倍以上，国际品
牌首店约占全国半壁江山。这些国际品牌首
店中，不乏该品牌的全球旗舰店、概念店，如
耐克新概念店因为是全球首家，因此被冠名
“上海 001”， 第二家是一个月以后才在美国
纽约第五大道开业的。去年年底，蔻驰 2019

早秋系列大秀在西岸艺术中心登场，这也是
它创立 76年来首次来到亚洲、 来到上海举
行特大型全品类全球新品首发活动，改写了
国际大牌新品发布活动大多在本土、在总部
所在地的“老皇历”。

外资零售业在中国加快发展步伐，背后

是这些零售巨头持续看好中国经济、上海经济
的未来。

2005年汉堡王进入中国内地， 最初 7 年
里，它只开了 52家门店。但在 2012年之后，汉
堡王进入高速发展期，以平均每 2天开出一家
的速度， 在短短 6年间开出了 900多家门店。

埃克雷姆·厄泽尔表示：“3年内， 汉堡王在中
国将再开 1000家门店”。

1996年，罗森作为大陆第一家日系连锁便
利店入驻上海，直到 2014年，罗森通过区域大
加盟和区域授权的模式，才开始进入真正的发
力期。罗森（中国）总裁三宅示修表示，今后罗
森（中国）将利用上海、重庆、大连、北京 4个子

公司积累的品牌力和运营经验，继续扩大区域
大加盟及区域授权等合作模式， 计划在 2020

年前将店铺数规模增加至 3000家店。

除了门店“量质齐飞”，新年伊始，外资零
售业还纷纷宣布加大 “全球直采” 力度的计
划，以承接消费升级的“风口”，助力“上海购
物”打响。麦德龙中国表示，预计今年，他们将
完成进口商品金额达到 20亿人民币。 家乐福
中国预计今年进口采购金额达到 10 亿元。今
年开始，卜蜂莲花将与正大集团农牧各企业板
块开展协同合作，“正大食品体验店” 店中店
将近日起在各门店逐步全面推开， 年销售目
标为5亿元。

今日看点昏迷不醒、粉碎性骨折……每一条都是巨大挑战

中芯学校英语寒假作业出现不健康内容

浦东教育局：收回封存严肃问责
本报讯（记者 龚洁芸）1月23日，上海中

芯国际学校（简称“中芯学校”）八年级寒假作
业中存在涉黄信息一事在网上引发热议。昨
天，浦东新区教育局发布通报称，中芯学校在
使用教辅材料方面管理混乱、严重违规，责令
中芯学校立即停止使用、 收回封存该教辅材
料，并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查处。民办中芯学校
同时发布声明，表示将回收 48本作业，并追
责出版社。

浦东新区教育局发布的通报称，区教育
局获悉后立即开展调查，并要求中芯学校配
合查清事实。通报称，中芯学校自选的《时刻
准备着———英语八年级寒假作业》是由上海
东方激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编印的教辅材
料，并非中小学教材。中芯学校在使用教辅
材料方面管理混乱、严重违规。浦东新区教
育局已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收回封存该教

辅材料，要求依据事实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查
处， 同时要求全区中小学全面自查教辅材
料。鉴于民办中芯学校短期内已两次发生严
重影响教育教学的事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严肃问责。 去年 10

月，该校曾因学校厨房食物变质、部分过期
食物加工日期被任意篡改引起关注。

中芯学校随后发布声明：1月 16 日，学
校接到中文部八年级学生反映，英语寒假作
业存在不健康内容。学校高度重视，立即采
取措施，责令教务处对所发寒假作业紧急收
回。

本批次寒假作业共发出 48本， 发现问
题后学校第一时间进行回收。 截至 1月 23

日还有 7本没有收回，其中 5名学生出国在
外，另有 1本被家长作为佐证材料寄往浦东
新区文化执法大队， 还有 1人未联系上。此

外，本教辅为上海东方激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编写，校方将对该公司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学校表示对此次使用的八年级英语寒假
作业内容未经严格审核，给家长和学生造成的
不良影响深表歉意。学校将对负责教辅用书的
分管副校长及教务助理分别给予严重警告和
记过处分。

据悉，《时刻准备着———英语八年级寒假
作业》 在京东和当当等电商平台都有销售，但
此次事件中由家长佐证、移交文化执法大队的
为 2018年 11月第 2次印刷版本。因为是沿用
教材，学校并未对新版本进行细致审查。

这本寒假作业的出版社为原子能出版社，

但实际负责编写内容、 包销书籍的则为上海东
方激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原子能出版社相关
负责人表示， 出版社确实与上海东方激光教育
文化有限公司在 2009年建立合作，签订了为期
三年的合同，由后者负责编写和包销，但修改内
容、重印必须经过原子能出版社许可。此次涉事
的“2018年 11月第二次印刷版本”，出版社并
不知情，也并未在 2018年审核、重印此套教材，

认为可能是东方激光擅自修改内容、重印教材。

一个遇车祸垂危的快递小哥，公利医院一场持续 10个月的救治

“左腿保卫战”：击破“不可能”
■本报记者 黄杨子 通讯员 曹黎静

“的确就像一场梦， 但如今我想说的
只有感谢。”再一次回到这座城市时，袁星
感慨万分。

去年 1月 21日，一场噩梦降临在这个
年轻人身上：22时许， 当时还是快递员的
袁星， 正冒雨骑着电瓶车沿着浦东新区利
津路行驶，行驶至浦东北路路口时，迎面而
来的白色小轿车试图左转， 他连人带车被
撞飞，如注的鲜血从左腿涌出……

急救用去 6500毫升鲜血
路过的好心人为他撑伞，急救车呼啸

而来将袁星就近送至浦东公利医院。 昏迷
不醒、血压为零、整条腿粉碎性骨折……每
一条，都是临床上的巨大挑战；每一分每一
秒，都离“鬼门关”更近一步。而公利医院医
护人员心里怀着一份坚持： 我们一定要试
试！

这一试， 是几乎昼夜无眠的 72小时
紧急抢救，更是此后长达 10个月从治疗、

康复乃至饮食起居、 心理疏导的悉心关
照。“不可能生存”“不可能保住腿”“不可
能下地走路”……在“上海工匠”、公利医
院骨科主任杨铁毅及其团队的努力下，这
些“不可能”奇迹般变成了可能。

在家中接到电话的杨铁毅火速赶到

医院，看着经输血抢救后意识稍有恢复的袁
星，他的眉头却深锁：输血治标不治本，如果
不尽快处理原发病灶，同时大量出血和输血
甚至会引起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危及生命。

次日 1时，手术台上。“揭开纱布的一瞬
间，血几乎是喷出来的。”杨铁毅回忆，“我们
判断伤到了大血管， 原本希望找到出血口，

但患者已无法再进行任何手术操作了，只能
填塞纱布先保住性命。”在骨科、麻醉、重症
监护等多学科的联合治疗下， 将近 72小时
后， 小袁的生命体征逐渐趋于平稳，6500毫
升鲜血，终于留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心跳。

半年间陆续开展 9台手术
反复确认患者可被搬动移位后，医护人

员迅速为袁星进行 CT血管造影， 证实其左
腿主动脉完全断裂。此时，股主动脉阻断已
超过 36小时，左腿几乎被宣判“死刑”。

“截肢对他而言会彻底毁掉人生！”紧闭
大门的示教室内， 杨铁毅和大家开始了一场
“左腿保卫战”：这名“上海工匠”在破碎坏死
的组织里寻丝逐迹，动脉血管吻合的一瞬间，

袁星惨白的左腿就恢复了血色。 杨铁毅与团
队几乎 24小时紧盯患肢。 手术后 7天内，大
家担心的高凝、感染等并发症一律没有出现，

袁星再次闯过一关。此后，清创、引流、植皮、

牵引……半年陆续的 9台手术后， 袁星的左
脚基本恢复正常外观，腿终于保住了。

“借阁下之手恢复我脚步”

10个月的时间内， 袁星没有下过一次
地， 吃喝拉撒全都必须由护工帮助完成。公
利医院骨科“脊梁骨团队”及时向他伸出了
援手。骨科医生唐江安介绍，通过与市慈善
基金会共同启动的“青苗行动”计划，袁星的
治疗费用被大幅度减免，同时医院社工部更
安排红鸽志愿者， 在病床前缓解袁星的苦
闷。与此同时，康复训练也开始了。

杨铁毅说，通过外固定矫形支具，每日
调整几毫米，袁星的脚终于可以正常放平踩
地。出院之日，他拄着拐杖，虽然行动缓慢，

但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真的又
能走路了！”袁星说，自己当时找不到更好表
达感谢的方式， 便一口气定制了 4面锦旗，

上书“是你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借阁下之
手恢复我脚步”。

“这座城市有数以万计的快递小哥、外卖
小哥等普通劳动者， 他们
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杨
铁毅说，“能点亮一位患
者、一个家庭的希望，我由
衷感到欣慰和自豪。”春节
将至， 这一次袁星带回家
乡的“行李”，是一群白衣
卫士沉甸甸的关怀， 是一
座城市暖融融的情意。

年货“轧闹猛”

年关将近，即将踏上返乡归途的人们，都在为迎接春节的到来置办年货。

在徐家汇的一家老牌商场里，正热热闹闹地举办年货采购节，汇集多达 28家上海的传统老字号品牌
让消费者可以享受到一站式购物的便利。乔家栅、山林红肠、哈尔滨食品厂、沈大成、老大房等上海人耳熟
能详的传统品牌一如往日受到热捧。这些有着浓浓老上海情结的老味道走进上海千家万户，也被返乡的
游子们带往全国各地。图为一名“小吃货”用眼神表达着对美食的向往。 见习记者 董天晔 摄

扫码看快递小哥
下地走路视频
（海沙尔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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