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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近日，湖南娄底环卫工翻垃圾帮失主
找戒指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肖女士在
夜宵店用餐时不慎遗落结婚戒指，
4名环卫
工用铲子、火钳等工具对 8 吨垃圾逐一排
查，
花了两个小时，
最终帮失主肖女士找回
了婚戒。肖女士完全没想到戒指能找回
来，
非常激动，
通过夜宵店老板向环卫工道
了很多遍感谢。
（9月23日《北京青年报》
）
对于消费者肖女士而言，
价值3万多元
的结婚戒指的贵重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
还体现在精神层面，结婚戒指具有很强的
符号性，对肖女士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
和夜宵店餐桌垃圾一起被回收走的结婚戒
指，藏匿在数以吨计的垃圾之中犹如大海
捞针，
更何况，
从餐桌到店外的垃圾桶再到
环卫工用板车将垃圾送到运输车再送到垃
圾中转站，混杂在垃圾中的结婚戒指经过
了多个流程，
难以找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当懂得“成人之美”的人足够多，小概
率的“奇迹”才可能发生。得益于熟人社
会网络的力量，夜宵店老板联系到了自己
在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当司机的朋友，从
而几经周折找到了负责夜宵店所在街道
垃圾收集与运输的司机师傅；接到电话的
时候，这位司机师傅正在排队倾倒垃圾；
如果再晚一些，车上的垃圾被倾倒在转运
集装箱之后，
就更难以找到了。
4 名环卫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忍受着
高温和恶臭，付出了两个小时的艰辛劳
动，最终帮助失主成功找到了结婚戒指。
这些普通劳动者，用自己的角色扮演，赢
得了公众的尊重和社会认同，赢得了失主
的感谢。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却让人有
些高兴不起来；在“任性驴友”承担部分救
援成本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
对环卫工翻 8 吨垃圾找戒指，是否也应该
进行相应的“成本补偿”
？
作为一名成年人，消费者肖女士要为
自己的疏忽大意承担代价，而不能全部交
给公共部门和他人来承担。
“翻 8 吨垃圾找
戒指”并非这些环卫工作者的角色义务，
他们完全有权利选择拒绝，毕竟他们有自
己的“分内事”需要做，4 人每人 2 小时的
工作量，
劳动价值也不能被忽略和漠视。
《物权法》第 112 条规定，权利人领取
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
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环卫
部门和普通劳动者为了找回结婚戒指，动
用了公共资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失主
肖女士给予一定的
“成本补偿”
理所当然。
要让劳动更有价值，让劳动者更有尊
严，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呵护。环卫工不
仅需要赞扬、感激等外在性激励，也需要
改善生存生态，让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得到
守卫。

“悬赏寻猫”
缘何不欢而散
然玉
近日，浙江杭州一小区业主家的猫走
失，该业主重酬万元寻猫，但业主“牛妈”
发现小猫并拍照发到业主群后，找回猫的
失主带着小礼品上门道谢，却未提酬金。
被问及时，失主解释称是其他业主看到消
息通知她的，所以酬金已经给了别人。不
过，一份群聊记录却显示，有人帮失主“支
招”，
“ 你就说（酬金）打给通知你的邻居
了。”
（9 月 23 日《钱江晚报》
）
重金悬赏，
不欢而散。太多的狡黠与算
计夹带其中，
让这场邻里
“友爱相助”
的暖心
一幕瞬间变成闹剧。闹掰之后，
涉事各方放
出的腔调都姿态颇高，
“牛妈”
表示
“都是邻
居，
原想着万一对方要给钱，
千万不能收”
，
其言下之意
“如今跳出追究，
纯属为理不为
钱”
；
而失主也透露，
“万元寻猫赏金，
已经分
给了那些提供线索的人”
，
力图以此力证自
己绝非言而无信之人……当局者套路不断，
吃瓜群众早已有了判断，
这场
“悬赏寻猫”
大
戏引发的舆论热议远超想象。
在我们的生活中，类似的由“悬赏承
诺”导致的争端并不在少数。从立法角度
说，相关的法律安排不可谓不明确，
《物权
法》规定“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
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
但真正
复杂的，其实还在于“事实认定”环节。以
本案为例，
失主说
“早有人提供线索”
，
之于
此
“牛妈”
其实是很难证伪的。而就算真要
起诉索取酬金，
本着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牛妈”
还必须证明确是自己的线索让失主
找回了小猫——这想想都觉得麻烦。
相比于拾得人直接将遗失物交还失主
的情形，
那种
“提供线索”
案例中
“悬赏承诺”
的履行、
“赏金”
的支付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
不确定性。毋庸讳言，
“赏金激励”
是人们协
助找人寻物的重要动力，
而
“寻猫”
一案，
则
从根本上演示了这种
“空头支票”
的脆弱不
堪，
个别失主借着小聪明省下
“赏金”
，
而今
后更多失主却可能面临
“开出赏金也无人应
和”
的窘状。因小利废大义，
概莫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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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成就是对人类发展的伟大贡献
今日社评

翻垃圾帮人找婚戒
清洁工应获“成本补偿”

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评论之三

70 年，只是人类历史
长河中的短暂一瞬，1949
年以来的 70 年，却见证了
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创
造世界奇迹的辉煌历程。
按不变价计算，2018 年我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比 1952
年 增 长 174 倍 ，从 积 贫 积
弱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为对全球
治理贡献越来越大、对全球经济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经济带动作用越来越强的国
家，这是对人类发展的伟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巨大进步，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们的家底是
“除了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
车、
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70 年间，
中国
从落后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从物资匮乏
到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成功走出
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发
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网络大
国，
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罕见奇迹。
新中国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走过 70
年光辉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
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迎来一

70 年来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
是新中国宏伟奋斗征
程的重彩华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
胜利。这场伟大胜利，让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
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当今世界焕发出
新的蓬勃生机，让古老的中华民族更加自信地巍然屹立
于世界东方。
次又一次发展跨越。70 年间，中国经济
力量澎湃奋进，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
济 比 重 ，从 1978 年 的 1.8% 上 升 到 接 近
16%。2006 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当之无愧
的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引擎。
放眼全世界，一个由盛而衰的国家
和民族，一旦跌落就很难实现复兴，而放
在百年来的世界历史视野里，中国是唯
一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艰苦奋
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70 年来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
是新中
国宏伟奋斗征程的重彩华章，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场伟

大胜利，
让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
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当今
世界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古老的中华
民族更加自信地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这
场伟大胜利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
中国力量的巨大价值，
拓展了发展
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世界各
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梦想。
这场伟大胜利，是中国在遵守现有
国际规则前提下以和平发展方式取得
的，迥异于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掠夺、殖民
和战争发家的血腥历史。这场胜利彰显
了中国决心——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这场胜利也让当今国际力量对
比发生深刻变化，让世界大势朝着有利
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取得，不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
更不是哪个外国恩赐的，
而是
中国人民拼出来、
干出来、
奋斗出来的。我
们能够在异常薄弱的基础上、在异常复杂
的国情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取得如此
巨大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共
产党人的实事求是和良政善治。改革开放
以来，
国家各项政策鼓励大胆探索、
勇于开
拓、啃硬骨头，在推动各项改革举措时，先
试点再推广，先局部后全局，处理好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
与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动态平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更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中国才能有效应对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局部冲突与全球性问题加剧
的外部环境，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造更大经济
发展奇迹奠定了坚实基础。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不懈努力，中国
人民的奋斗不仅创造了经济发展伟大奇
迹，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
代化路径。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日
新月异，推动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新的
伟大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能够创
造更加伟大的人间奇迹。

丰收节的主体不仅是农村农民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9 月 23 日，我国迎来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作为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为农民设
立的节日，丰收节既是亿万农民庆祝丰
收、享受丰收的日子，也是五谷丰登、国泰
民安的生动体现。
提到丰收，很多人会想到在广袤的大
地上，广大农民辛苦耕耘的背影。特别是
在这个瓜果飘香、
稻黍收成的时节，
从丘陵
到平原，从长江到黄河，农民正在忙碌着，
享受着春种秋收的快乐。丰收节离不开农
村农民，
但如果谈论丰收节，
只是把视线集
中在农村农民身上，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当下的农村，不同的人有着不同
的想象。有的人提到农村，很是不屑一
顾，认为代表着贫穷与落后；也有的人心
生羡慕，认为农村生活压力小，很多新农
村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农民能分享收获

的红利……这样的想象，在农村都能找到
现实的印证，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能
代表农村的全貌。
看待今天的农村，横向和纵向、整体
和局部，这两种眼光都要有。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与城市一样，农村也得到
了快速发展，但要看到，城乡之间依然有
着巨大的剪刀差。虽然农村整体发展了，
有些农村生活甚至让城里人羡慕，但依然
存在不少贫困地区，当前还有艰巨的脱贫
任务。决胜全面小康，追求的就是亿万农
民都实现小康生活，
一个都不能少。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为城市作出了
巨大贡献，但城市反哺农村，并不仅仅是
一种道义上的选择。没有脱离农村的城
市化，也不可能有脱离城市化的农村，当
城与乡走到一起，携起手来，才能发生“化
学反应”。农村的发展需要城市的资源，

城市想要实现更大的发展，也需要农村的
空间。城市应该读懂“任何时候都不能忽
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的深意，把
支持农村发展当成责任，而不能当成负
担；与农村共成长，
而不是单线条。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
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今天讲
的丰收，
应该有一套现代化评价体系，
不应
停留于增产了多少粮食之类的简单事实。
在现实中，
丰收而不丰产的现象依然存在，
农村公共服务短板依然顽固，要想实现农
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
也涉及人才问题，
也
就是由谁来建设新农村、
发展新农村。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
大量农村的优秀
人才流向了城市。这种流动，
当然无可厚非，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单向的输出叫流，
双向的
合作才叫动，
今天的农村再也不是过去的农
村，
农村的发展也需要大量人才。这些年来

阻击电子烟能否成为全球共识
9 月 4 日，美国密歇根州宣布禁止销
售带香味电子烟，9 月 11 日，美国白宫宣
布将颁布调味电子烟的销售禁令。9 月
15 日，纽约州长宣布，纽约州将采取经济
行政措施，全州禁止调味电子烟。9 月 18
日，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宣布，将下令
禁止电子烟在印度的生产、制造、进出口、
运输、销售、储藏及广告，违反这项禁令的
人最高将面临 3 年监禁和大约 7000 美元
的罚款。
与禁令相比，一些企业和商家已经嗅
出严冬来临的气味，知道电子烟不只是对
消费者有危害，也察觉到了电子烟对自己
不利的山雨欲来的风暴。9 月 20 日，美国
连锁超市巨头沃尔玛审时度势，宣称在美
国门店停售电子烟，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
沃尔玛超市和沃尔玛名下的山姆会员店。

与此同时，全球实力最雄厚的电子烟
生产商美国 Juul 公司的电子烟刚刚上线
天猫及京东，短短一周过后，两家电商平
台上 Juul 的旗舰店均已关闭。尽管还有
第三方平台销售 Juul 的相关产品，但 Juul
的旗舰店已销声匿迹。
阻击电子烟，大有成为全球共识之
势。尽管对于电子烟的危害还有很多科
学证据和原理上的不确定，如会造成哪些
危害，达到什么程度，是否危及生命等，但
是电子烟危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结论
已经有大量的科学证据支撑，也得到了充
分的科学传播，使得全球各国政府和公众
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和认同。
应该说，这种认知主要源于历史和现
实中烟草产品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危
害。美国从 1964 年控烟，50 多年来让 800

万美国戒烟者每人延长了约 19.6 年的寿
命。虽然商家称电子烟没有传统烟草的
危害大，但是电子烟已经被证明比传统烟
草的危害更广泛，因为其中添加了更多的
物质，如香料等，还有不同于传统烟草的
吸用法，
都可以造成对人更多的伤害。
不过，电子烟可以证实的迄今最大的
危害是引诱青少年吸烟，是一个难以识破
的“教唆犯”。因为门槛低和有种香味，青
少年轻而易举就被诱惑到尝试的行列，然
后是成瘾，最后是转向刺激性更大更能满
足需求的传统烟产品。当今，美国青少年
电子烟民越来越多。2017 年美国大约有
360 万中学生吸用电子烟，但是到了 2018
年，美国吸用电子烟的中学生人数就猛增
到 490 万。
烟草的发现和香烟的发明是人类最

给侠义担当的医生多一些掌声
9 月 15 日中午 12 点，
在福州开往成都
东的D2242次列车上，
一位儿童突发急病，
武汉医生涂蕾听到列车寻医广播后，火速
赶往现场。经过检查，涂蕾诊断孩子患有
急性阑尾炎、腹膜炎，合并腹腔感染，需立
刻下车抢救。列车到达武汉后，涂蕾将病
孩陈俊伦“劫”下动车，带到她工作的协和
医院抢救；到 23 点 52 分，小俊伦手术顺利
结束，脱离了生命危险。此事近日在网络
上持续刷屏。
（9月23日《武汉晚报》
）
小俊伦到达医院后，
通过检查发现，
他
的整个腹腔都是脓液，这种现象很容易导
致感染性休克，危及孩子的生命。事实也
的确如此，小俊伦当时的生命体征极不稳
定，
高烧，
心率每分钟高达140次，
血小板只
有正常人的十分之一，白细胞等感染指标
严重超标，接诊医生得出的结论是，
“患儿
来的时候是休克的早期，
如果再晚一点，
很
可能抢救不过来。
”
涂蕾在列车上能够准确判断出孩子的
病情，
是她业务素质高的体现。然而，
仅凭
较高的业务素质断然无法解决问题，
在当时
的情势之下，
假如医生缺乏担当精神，
就很
可能因为怕麻烦而选择不过度参与。涂蕾
能够对孩子进行现场急救，
并对下一步的诊

疗提出建议，
已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她就
此打住，
没有人会认为她的行为有何不妥。
但问题是，
倘若涂蕾不敢担当，
由家长带着
孩子去看病，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
他们很
可能会多走不少弯路，
后果难以预料。
甚至只有担当精神也难以解决问题，
家
长对病情不了解，很可能认为涂蕾大惊小
怪，
更何况涂蕾是将患儿往自己所在的医院
里送，
也容易引发误会。但涂蕾没有顾忌这
些，
不仅如此，
她将患儿
“劫”
下动车，
多少还

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如此雷厉风行，
的确可
以从她身上看到一些侠义精神，
“侠女医生”
这个名头她当之无愧。假如她缺乏这样的
侠义，
事情也不会办得这么干脆利索。
然而，
从另一个角度看，
越是敢于担当
的医生，面临的风险往往也越大。敢于担
当就会像涂蕾这样，替患者大胆作出决
定。假如医生的决定正确，
则皆大欢喜；
假
如决定不太正确，医生则很容易惹上是
非。涂蕾将这位患者带到医院抢救，诊疗

乔杉

人们常见的是，
富裕村大多有一个好的带头
人，
贫困村最差的是人才。乡村振兴离不开
人才这把
“金钥匙”
，
人杰地灵，
有人才兴。
现在乡村人才面临的问题，
不仅体现在
数量上，
还体现在结构上。即便拿一些富裕
村来说，
他们的
“领头雁”
也往往年龄不小了，
而且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也存在一定的
本领恐慌。在丰收节的内涵里，应该包含
“人”
——不仅要有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发展，
还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农村发展，
特别是要有
更多的有知识有见识有干劲有闯劲的年轻
人，
来和土地谈一场轰轰烈烈的
“恋爱”
。
丰收节的主体不仅是农村农民。什
么时候城市和农村真正融合发展了，市民
和农民真正融入一体了，这才会迎来全面
充分、带着满足感获得感的丰收。在这样
的“稻花香里”，才能享受到丰收的真正滋
味。这不仅是农村之福，
也是城市之幸。

张田勘
糟糕的发明之一，电子烟也不例外。电子
烟厂商有雄厚财力，希望以巨大的利益做
弹药来反击对电子烟的阻击。例如 Juul
在一份声明中回应，期待与中国相关方面
继续对话，以便使其产品再次上架，重新
在有 3 亿多吸烟人口的大国找到发财的
路径和市场。
但是，应当看到，电子烟发的是不义
之财，因而挡不住保护健康和生命的正义
原则和全球共识。就连一向都看重经济
利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毫不犹豫地向
电子烟开刀，敦促公共卫生部门禁止电子
烟。全球阻击电子烟，是在生态文明时代
再次树立一面旗子，科技向善，产品向
善。不能再生产和销售以牺牲人的健康
和生命为代价的产品，以及用这样的产品
来发财了。

时本
结果若不理想，她这次行动很可能是自找
麻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医生出于
自保，
就不敢替患者果断作出决定。
医疗方面时常会面临一些困难的选
择，如果医生完全任由患者和家属自己作
决定，
医生倒是不必担太多的责任，
患者和
家属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当中，最
终的选择也可能不符合病情需要。在现实
的诊疗当中，
将选项和盘托出，
然后任由患
者和家属自己选择的现象很常见。
因此，
当患者面临较复杂的情势、
需要
作出两难的选择时，
有担当的医生，
就会在充
分告知和尊重患者的情况下，
根据病情进行
客观分析，
然后替患者作出理性选择。这样
做虽然需要医生冒较大的风险，
但对患者的
病情最有利。这起事件最突出的一点就在
于此，
涂蕾的医术值得肯定，
但这只是一方
面；
而另一方面，
她的侠义担当的品质弥足珍
贵，
更值得医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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