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深圳发生的
一起“命案”让人唏嘘。
该地一女子参加神秘
“研修班” 后， 跳楼自
杀。

媒体深入调查了
该“研修班”，发现他们
研修的是“鹤步量子
禅”， 这些学员发病时
不吃药，反复念：对不
起，请原谅，谢谢你，我
爱你。

“鹤步量子禅”这
样一个不伦不类的词，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成
了一些人的敛财手段，
也成为另外一些人悲
剧的源头。

参加该研修班后，
学员张海碧第二天清

晨从五楼跳了下去。家
属称，张海碧学完回到
家“老说自己有罪”。据
调查发现，该研修班不
乏心脏病、精神分裂症
患者、癌症晚期等重大
疾病患者。讲师鼓励学
员做“零极限”，尤其是
在发病、 不适的时候，
而不吃药。

传说中来自古代
夏威夷的深层意识疗
法“零极限”，不过是反
复念叨“对不起，请原
谅，谢谢你，我爱你”这
几句教育小孩的文明
用语。但学员却深信不
疑，相信“零极限”包治
百病。

总有人问，这个破
绽百出的骗局为什么
有人信？

在人性弱点中挖
掘财富，是骗子们的通
常手段。 这类研修班、
灵修班最可恶的地方
在于，它们给重大疾病
患者提供了虚假的希
望。身患重病就像溺水
一样，看到任何救命稻
草都会拼命抓住，而无
暇分辨真伪。

正规医院要承担
的责任，它们却不会承
担。从报道看，“鹤步量
子禅”， 事实上构成了
非法行医，但他们又有
一份免责声明说“我们
不做出任何能够治愈
的承诺”。 这才是真正
的心灵毒鸡汤。

要打碎这碗鸡汤，
既需要普及常识，也需
要依法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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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步量子禅”的骗局为何有人信？
文/西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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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民的名义》写观后感不是为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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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河南周口市
委办公室机关党委近日发
出通知， 要求党员干部收
看这部电视剧， 还要写一
定字数的观后感。

不止是河南周口，其
他一些地方也对公务员提
出了类似要求， 如新疆乌
苏市要求把观看《人民的
名义》 作为一项政治学习
任务；一些地方的街道办、
社区和高校， 都围绕观看

《人民的名义》开展了各项
活动。

生活永远是最好的素
材来源。有人说，现实反
腐中有太多精彩的故事，
编剧根本不用怎么“编”，
将精彩起伏的反腐现实
搬到剧本中就行了。诚如
是。但在事实上，《人民的
名义》讲的是反腐，远远
不止是反腐 。 这部电视
剧，不仅有着对人性的描
摹，而且有着对制度的追
问；不仅有着对腐败的揭

露，而且有着对权力的思
考。 在电视剧中，“孙连
城”常被拿来与“李达康”
对比，其中反映的为官不
为问题，同样切中了权力
痛点。这也说明，不同的
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
得到不同的启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党员干部真应该看看
《人民的名义》。有些地方
有些单位组织集中观看，
不能理解为是一种赶时
髦，更不能理解为是一种

搞运动，而应该从中看到
对反腐倡廉的重视，看到
对加强党员干部能力作
风建设的重视 。 这种重
视，与刷新吏治的努力一
脉相承，显然是人们愿意
看到的。

要想达到好的效果，
观后感必不可少。 据说现
在网上已经出现了范文，
一些电商平台上还出现了
代写观后感、读后感。这自
然是不行的。 党员干部看
剧写观后，重在自我提升，

重在防微杜渐， 而不是应
付交差事。 观后感有很多
写法， 最重要的带着思考
写。 现实中的廉政建设比
电视剧还要复杂。 只有把
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只
有提高思想认识做到“永
不沾”，这才能避免被资本
围猎，避免成为“人民的敌
人”。因此，党员干部不仅
要看《人民的名义》，要写
读后感， 而且在写的过程
中要把自己摆进去， 真正
写出自己的思考， 写出自

己的心得。
《人民的名义》受追捧

并非偶然，也不是人为炒
作的结果。观看《人民的
名义》不是赶时髦，而是
参加有意义的学习活动。
因此写《人民的名义》观
后感也并非形式主义，也
不只是为了“交差”。重要
的是，要看而有思，思而
有得，得而有进，如果只
是为了看而看，为写观后
感而写，观看该剧的意义
就打折扣了。

文/东 原

招商银行“金葵花”贵宾服务礼遇多多
近日，作者在位于敕勒川大街的招行营业厅遇到一位手捧鲜花的女士，上前了解

后得知该女士是招行的“金葵花”客户，因为客户当天过生日，招行贴心地送上了祝
福、鲜花，客户对此表示很感动。

据了解，招行会为每一位达标“金葵花”客户精心准备生日礼，“金葵花”客户专属
理财经理会提前1至2天精心准备，生日当天为客户送上祝福及生日礼，表达一路来对
客户的感恩与陪伴之情。

近年来，招商银行向“金葵花”客户陆续推出多项增值服务针对商旅人士招行在
全国范围提供贵宾登机、“出行易”酒店机票预订等服务；针对投资爱好者及致力于打
理财富的全职太太推出财富体检、资产配置等财富管理服务，定期组织客户召开投资
策略报告会解读近期市场研究成果及投资策略；针对热衷生活体
验的客户定期举办 “户外采摘”、“健康跑”、“红酒品鉴”、“读书
会”、“服饰搭配”等沙龙活动；秉持“关注子女教育，就是关注金葵
花客户的未来”的理念，招行连续多年举办“金葵花”杯全国少儿
钢琴大赛、“金葵花”未来精英计划系列财商教育活动。

近日， 深圳交警在新
洲路与莲花路口交会处的
安全岛上，正式启用“智能
行人闯红灯取证系统”，对
行人闯红灯行为进行整
治。如果有行人闯红灯，监
控摄像头会自动抓拍，并
实时显示在电子显示屏上
滚动播放。

应该说，抓拍“神器”
是整治行人闯红灯的利
器。“中国式过马路” 违法
处罚难。 违法者闯了红灯
拒不承认， 执法者又拿不
出有力的证据， 让执法的
尊严受到挑战。 每每陷入
僵局， 大多最终“不了了
之”。抓拍“神器”的引入，
有行人闯红灯， 监控摄像

头会自动抓拍，就能“立此
存照”，违法者不承认都不
行了， 证据在此， 不容辩
驳。当然，如果只抓拍，只
曝光，不处罚，就不能让行
人“望而却步”。

然而，“神器”抓拍只
是“治标”，并不能够“治
本”， 不可高估其助力整
治的作用。即使抓拍“神
器”就那么的“神”，你能
够在所有地段都设置抓
拍“神器”并且安排执法

人员吗？
如果说，“神器” 抓拍

是助力“法治”，那么出行
文明教育则属“德治”了。
只有德、 法并举， 二者合
力， 方能有效遏制包括行
人闯红灯等在内的交通违
法行为。

笔者以为， 整治行人
闯红灯的治本之策， 更要
在“德治”上下足功夫、花
足气力， 不断提升行人的
出行文明素养。

内蒙古卫计委4月18
日发布消息称：推进旗县
域内农村牧区贫困住院
患者“先诊疗，后付费”，
入院时不需缴纳住院押
金，由定点医疗机构与城
乡医保经办管理机构之
间进行结算，减轻患者垫
资压力。（4月19日《北方
新报》）

“先住院后付费 ”初
衷良好 ， 能降低就诊门
槛、方便群众就医。然而，
要让这一新模式发挥真
正功效、走稳走远，既需

要医患双方增进互信，更
需要配套机制加快跟进。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
救死扶伤需要强力的经
济支撑。因此，建立财政
“补血”机制，完善新农合
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
度、 医院“周转金制度”
等， 显得尤为重要和迫
切。

再者， 患者欠费逃费
是阻碍医院发展的一块
“绊脚石”。面对恶意逃费
等行径， 仅靠舆论曝光、
道德谴责远远不够，更要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进
行严惩，如建立就医诚信

系统、推行“黑名单管理”
等， 同时要健全医院、公
安、法院等三方联动追讨
机制，真正让逃费欠费者
无处遁形。

“先住院后付费”面对
的患者形形色色，一视同
仁的诊疗难免会带来无
力支付的窘境，尤其是对
遭遇意外的危重病人、

“无钱、无家属、无证件”
的患者，更需要社会救助
机制的介入和“输血”，通
过慈善基金、重大疾病关
爱资金的有效运作和补
充，尽力规避医院诊疗资
金的垫付风险。

◎◎读读者者热热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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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先住院后付费”发挥真正功效
文/徐剑锋

交管“神器”
文/杨 若 画/陶小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