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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争亚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厕

所革命”再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

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

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其实早在

2015 年 4 月，总书记曾经就“厕所革

命”作出过重要指示，之后，总书记在

基层考察调研中曾不止一次提到过

农村地区的厕所改造问题。

对此，笔者有两点感受尤为深

刻：一是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总书记如此关心惦记着农村厕所改

造这样具体细小的问题，展现的是

“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生情怀。二

是农村厕所问题的解决，不能一般

化地去抓，而是要以“革命”的方式

和力度来推动，中央领导解决这一

问题的态度和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和客观的

原因，当前我省一些农村地区的环境

卫生状况的确不尽如人意。其中厕

所不清洁、不卫生无疑是具有代表性

的问题之一，不少农民群众至今还使

用着与农耕文明时期就没什么两样

的旱厕。由此可见，推进“厕所革命”，

对于改善农村地区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乡村，无疑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农家厕所不清洁、不卫生的问

题污染了农村地区的环境，影响了农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此种状况，与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格格不入、极不

和谐。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

中，让农民群众都能用上既洁净、又

环保的卫生厕所，无疑是我们各级政

府一个重要的工作切入点。

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厕所为何时

至今日依然还如此落后简陋且不卫

生，反思起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

的，但与抓工作的指导思想有偏差

亦不无关联。君不见，一些地方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比较关注的是乡

村的道路硬化、街道亮化、村庄美化

等诸如此类能够出政绩、出效果的

一些大的形象工程上，而对于那些

诸如厕所之类的看似“小事”的“隐

蔽工程”则关注得不够，解决得不

力。倘若我们具备推进“厕所革命”

的决心和气势，那么，农村厕所的卫

生状况一定会得到有效的改观。

厕所虽小，民生事大。厕所问

题根本上反映的还是我们各级党员

干部对待群众的基本态度问题。“衙

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如若各级干部都能把群众衣食住行

方面的实际问题看成是“一枝一叶

总关情”的大事，那么，人民群众就

会有更多幸福生活的获得感。因

此，我们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既要抓好那些看得见、有影响的

大项目，也不能让事关群众日常生

活的具体问题落下。

推进“厕所革命”，既是民生问

题，也是环境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好

了，既顺应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

的迫切愿望，又改善了广大农村地区

的环境质量，契合了基本公共服务向

农村延伸的方向。各级领导机关尤

其是基层党委、政府要把这件事放在

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之

中，以为民“谋事要实”的态度和作

风，将“厕所革命”进行到底。5

□邓海建

近日，一则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吃“方便火锅”触发火警的消息引起

热议。记者了解到，方便火锅市场

目前已有数百个品牌涌入。驱使资

本疯狂涌入的主要原因是方便火锅

接近 100%的高额利润。（见11月28
日《新京报》）

一包包网红款方便火锅，大概

是短线资本的又一个高颜值风口。

资本逐利，天性使然。一方面是便

利自热食物市场规模正以每年 20%

的速度递增；另一方面是方便火锅

的利润空间或超 100%。于是也就不

难理解，为什么 2016年下半年始，数

百个方便火锅品牌风起云涌了。

方便火锅确实方便，但问题也

显而易见。一是标准阙如。国家食药

监总局发布的2016年版《食品生产许

可分类目录》显示，方便食品目录中，

只包含油炸方便面、方便米饭等，方便

火锅尚未被收录。二是风险重重。食

品材质风险除外，最大的问题在于“自

热包”。这些标识不清的“自热包”，大

多是由焙烧硅藻土、铁粉、铝粉、生石

灰、碳酸钠等组成。实验证明，加入冷

水反应，“自热包”升温后可达 150℃

以上，蒸汽温度达200℃，一旦操作失

当，烫伤风险极大。

方便火锅不是洪水猛兽，但谁

来为之清除隐患？这个问题让人联

想起共享单车的命运。根据《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7年 6月，中国共享单车用户规模

已达到 1.06亿。不过，悟空、3Vbike、

町町等，关门的关门，跑路的跑路；酷

骑、小鸣、小蓝等，则屡被曝出退押金

难等问题。当然，有人说方便火锅又

不是共享单车，中国人多吃货多，还

愁过剩吃不完？这话自然没问题，

但，在以下两个层面，方便火锅和共

享单车似乎有着相似的命运：一是资

本瞬间涌流，二是监管相对滞后。

于前者来说，价值规律的杠杆

会起作用，资本再疯狂，也不会和成

本过不去；于后者而言，行政管理的

惯性滞后就值得思考了。试想，如

果监管跟得上共享单车摊大饼式的

步伐，城市何以在车满为患的尴尬

中摊手耸肩？同样，方便火锅如火

如荼的时候，专业监管也应及时跟

上，而不能睁只眼闭只眼。

在今天的中国，新业态的出现，

在创新创业的路上已成为大概率事

件。制度也好，监管也罢，第一时间

跟不上节奏，至少第二时间要迎头

赶上。方便火锅已经红了一年多

了，是时候完善有关标准建设，保证

其产品质量安全了。5

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
在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过程中，既要抓好那些

看得见、有影响的大项

目，也不能让事关群众日

常生活的具体问题落下。

“方便火锅”不能只图方便

公务员聘任制释放积极信号

“陷阱数学题”是教育走偏

近日，新疆发布公告，为自治区地矿局、乌鲁

木齐高新区、昌吉农科园招聘 9 名聘任制公务

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至少已有 21

个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招聘。（见11月28日
《北京青年报》）

推进公务员分类改革，实行公务员聘任制，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清除传统公务员管理体制的

“官本位”弊端，建立起以专业化和公平竞争为核

心的职场文化，这是对中国千年来“官本位”文化

的一种消解。破除公务员“终身制”，有助于公务

员队伍实现“能进能出”，良性流动。

“试水”聘任制公务员，需引入综合考评“活

水”。对聘任制公务员要实施合同管理，创新考

核机制，形成全方位公务员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比如，实行考核规定与单位业务相结合、民主评

议与工作实绩相结合、年度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

合、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用实用足考核

结果，与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奖励挂钩

使用，体现“老实人不吃亏、无为者无机会”的考

核理念，让端着“铁饭碗”的公务员产生紧迫感。

更重要的是，要完善约束机制与退出机制，真正

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使公务员职业回归公共

服务本位。3 （张西流）

由于高考作文评价体系屡遭质疑，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思考
运用机器评分来取代人工批改。据澎湃新闻报道，11月26日，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默凡在一场研讨会上，就机器在作文评分中的
现实可能性进行了探讨。5 图/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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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看似简单的小学数学题引发了朋友圈

热议，家长们开动脑筋都来一试身手，却算出了

四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不是答案不唯一，而是前

三种都是错的。问题就出在家长们大多没留意

题干中的多处“陷阱”。有网友吐槽：“给小学生

出题弄这么多小心机和套路有必要吗?现在孩子

可真累!”(见 11月27日《辽沈晚报》)
此类“奇葩”作业并不鲜见，一些试题远远偏

离了教育目的，似乎是对学生的故意刁难与苛

求。一道数学题，本应考的是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却为学生设下多重“陷阱”，变成了考验学生

的眼力，出题老师剑走偏锋，更像是不务正业。

一些教育工作者对于学生要求过高，他们一味提

高考题难度，认为有助于学生提高答题能力，其

结果却违背初衷。自鸣得意的“奇葩”考题，并不

能代表高水准、高水平，只不过是对学生的刁难，

是教育的走偏，从中露出了部分教育者教学理念

之“短”，让人感到出题者的出题水平有待提高。

不管是教学还是考试，都不能违背基本的教

育常识，不能一味追求出奇出新，故意在教育之

途上挖满“教育陷阱”。教育要遵循基本的教育

规律，在正轨内运行，这样才不至于让教育走偏，

才不至于误人子弟。5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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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永恒 本报通讯员 田红梅

20世纪 80年代初，一个清新雅致的品
牌名字——“西施兰”悄然在中原腹地南阳
落地了，这是品牌创始人刘崇庆和朱尚华夫
妇的呕心之作。历经30多年的风雨洗礼，今
天的西施兰愈加生机盎然，清香四溢！

刘崇庆祖藉广东省梅州市，早年毕业于
武汉医学院，1978年赴香港定居。在半生行
医生涯中，他经常目睹被狐臭隐疾困扰人群
的尴尬，深切体察他们内心的痛苦，便下决
心研制能解除患者痛苦的药物，他的这一决
定得到了朱尚华女士的大力支持。数年艰
辛，终成正果，一款几近神奇的药水终于在
刘先生夫妇手中问世。经临床检验，该药水
无色无毒无味，见效迅速（一秒见效），效果
持久（7天左右，最长可达1-2个月），不污染
衣物，用后即可沐浴而不影响药效，不仅开
创国内先河，在国际上也无同类产品可望其
项背！刘崇庆赋予这款神奇药水一个美丽
的名字“西施兰夏露”，寓意像西施一样美
丽，如兰花一般高洁。

为回报南阳人民在文革期间给予的热情
接纳和无私包容，刘崇庆夫妇放弃众多大厂
家伸出的橄榄枝，毅然将产品技术和先进设
备投放到当时还很闭塞的南阳，并于1981年
在国内注册“西施兰”商标。在南阳市委、市
政府的主持下，1985年，他们与南阳市晶体
管厂化工分厂（后分化为南阳市西施兰化工
厂）合作成立了第一家合营企业——西施兰
联合企业有限公司，西施兰品牌正式打响。

走南闯北增长的见识和长期在港生活
领悟到的先进理念，让刘崇庆夫妇管理西施
兰企业时不仅在生产和质量方面精益求精，
多年保持百分之百的出厂合格率，同时更加
注重品牌的宣传和推广，不惜巨资邀请国际
芭蕾舞明星拍摄精美广告宣传片，并在中央
电视台大量投放。这在当时计划经济还占
据主导的市场状态下，可谓领先一步。“西施
兰”品牌短时间内便享誉中原大地，名满大
江南北。南阳人到外地，甚至会被问到“是
否西施兰那地方的南阳？”时至今日，许多当
年看过“西施兰”广告的人还记忆犹新：“画
面很美，音乐很美，舞姿很美，名字很美！”

喜见玉人随香至，原是西施送兰来。西
施兰始终致力于打造一流企业，一流产品，一

流管理，一流服务。企业经营范围涵盖药品、
保健食品、消毒用品和护肤品，管理者始终视
产品质量为生命，数十年来从未出现质量事
故，在业界和消费者心目中是完全信得过品
牌，曾荣获“全国消费者信誉奖”。在企业管
理方面，西施兰融合国内外先进理念和模式，
形成自己既严格又人性化的独特管理模式。
在厂区大门处，两副对联悬挂了30多年，外
联是：“本厂家买也公平卖也公平敬将友谊信
实迎尊客；西施兰生亦惟法作亦惟法莫怀乖
巧机谋入此门”；内联是:“治厂有如治军将帅
无私必执法如山赏不遗仇罚不避贵工作比于
临阵严肃勤谨上班来；正人宜先正己行止有
禁应以身作则一心为公廉以事业洁以明志同
工视为手足和谐欢乐回家去”！这是刘崇庆

的杰作，体现的是西施兰企业的治厂理念。
公司董事长朱尚华则常说：“爱国、敬业、守
法、奉献是我们投资建厂的初衷，西施兰将一
直与社会共存，为社会服务。”在他们的言传
身教下，西施兰公司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企业
文化，得到社会各届的广泛认可和好评。南
阳市政府曾明文“把西施兰当作一项事业来
办”，原厂区大门外悬挂的这两副对联曾被不
少有识之士观瞻、念诵，外联还被引用在一部
小说里，作为河南人勤劳质朴、团结友爱、诚
信经营、爱国守法的佐证。

伴随着西施兰品牌的声名鹊起，20世纪
90年代即两次被评为“河南省著名商标”，后
被评为“河南省十大医药品牌”，被国家商标
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6年，完成股
份制改造的西施兰企业更名为“西施兰（南
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名称就是“西施
兰”！挂牌当年，企业主营产品销售收入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净利润 1400多万元。对
于西施兰的未来，朱尚华满怀信心：“我的梦
想就是尽最大努力把西施兰推送到资本市
场的更高平台，给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志当存高远，行宜重足下。西施兰品牌
既承载着企业不畏艰难的发展过往，更寄托
着企业奋发图强的未来和希望，步入资本市
场的西施兰企业将秉承办厂初衷，更加脚踏
实地，以诚信经营实业为基础，以资本运作
为助力，全厂上下戮力同心，砥砺前行，为实
现企业做大做强，以优异成绩回报股东、回
报社会，为树立百年品牌再创佳绩。

花 开 日 盛 历 久 弥 香
——西施兰（南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综述

厂区新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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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兰公司新厂区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