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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琳

当前，上海正全力推进社会面
清零攻坚行动，全市正处在疫情防控
关键阶段。越是在艰难时刻、吃劲关
头，越要呵护好老、小、孕、重等特殊
人群，对他们保障有方、托底有力。

实际数据显示，面对奥密克戎
变异株，老年人群特别是 80岁以上
的老年人群病死率超过 10%，是普
通流感的近百倍。在上海市级定点
医院患者中，70岁以上老人占比近
三成，绝大多数合并基础性疾病。在
上海这样一个全球老龄化率居前的
超大城市，全力以赴救治老年患者，
千方百计降低病死率，尽快实现“动
态清零”，是对生命最好的呵护。连
日来，数位百岁老人甚至107岁的老
人治愈出院，体现的正是人民至上、
全力护佑每一个生命的价值取向。

定期产检、行动不便、容易遇到
突发状况……目前上海医疗机构的
正常运行仍受到一定影响，这些特
殊情况又对满足孕产妇就诊提出更
高要求。进一步疏通理顺就医配药
保供的各个环节，为孕产妇更好地
打开生命通道；对因紧急情况就诊

的孕产妇，建立 120绿色通道，优先
安排转运，同时还要做好防疫措施，
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尽可能化“两
难”为“两全”。

孩子的成长随时牵动父母的
心，再加上儿童群体脆弱易感……
一个 2500 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面对
的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巨大。在方
舱医院设置亲子方舱，让孩子可以
在家长的陪护下安心接受治疗；把
婴儿奶粉等母婴产品列为重点保
供事项，优先接单和配送。这些政
策不仅要出台，更要落实、落细，真正
让孩子安心、父母放心。

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重症救治
是此刻必须攻克的“堡垒”。奥密克戎
的救治难度不仅在于病毒本身，更在
于患者不少合并基础性疾病，对患有
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
瘤、肺栓塞、慢阻肺等严重基础性疾
病的患者，要坚持按照“一人一方案”
原则，全方位治疗护理。

当前，唯有把保障工作前置，把
工作方案做透、做完备，有针对性地
采取相应的应急预案和日常服务，
把老、小、孕、重等特殊群体呵护好，
才能把疫情防控的底兜牢。

坚持“动态清零”，
尤其要呵护好特殊群体

黄明朗

4 月，是宁波的读书月，书香
格外浓郁。“书香奇妙夜”“书香专
列”“书香工厂”“书香小镇”“书
香海曙阅读地图”2.0……阅读活
动丰富多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彭佳学领读，向市民推荐中国传媒
大学教授周月亮撰写的 《王阳明
传》，弘扬宁波传统文化。

事实上，甬城读书热，并非只
在 4月。宁波是全省首个立法推动
全民阅读的城市，读书已成为市民
学习创新、逐梦人生的“刚需”。
2021 年，全市成年居民综合阅读
率为 91.8%，较 2020 年的 91.2%提
高了 0.6 个百分点，远高于 2020 年
全国81.3%的平均水平。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是修身
立德的根基，通过读书，可以掌
握过硬本领，报效祖国，服务大
众，最终改变自己命运。自古以
来，宁波就是书香浸润之城，地
域文化独具特色、源远流长，中
国最古老私家藏书楼天一阁闻名
于世。从宁波出发，通过读书成
就壮丽人生的文臣武将、科技功
臣、文人墨客、富商巨贾、能工
巧匠灿若繁星。

宁波先贤王阳明，幼年并不
像个天才，据说五岁前还不会说

话，但开口第一句便是：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原来，他的父亲
和祖父天天诵读经典，其能够一
语惊人，是家庭良好文化氛围熏
陶所致。一次，与书塾先生讨论
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认为并
非科举，而是读书做圣贤。他一
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
卓著，创建的阳明心学对后世影
响 极 大 ， 并 传 入 日 本 、 朝 鲜 等
国，弟子甚众。除了文韬武略，
他还是一位治世能臣，后世学者称
其“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
顶”，是唯一能与孔子比肩的千古
圣人。

当代药学家屠呦呦出生在书香
门第，少时曾因多病中断学业，但
在碎片化的求学过程中，她勤奋苦
读，后来考入北大，因成绩优异，
被选拔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为
寻求抗击疟疾良方，她经过漫长的
劳心劳力，四处走访名医，埋头研
读变黄发脆的医学典籍，最终从葛
洪的 《肘后备急方》 中找到灵感，
在两千多个药方中披沙拣金，呕心
沥血地发现了青蒿素，拯救了全球
数百万人的生命，成为首位获得诺
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
家。

个人坚持阅读，可以提升自
我，大众热爱阅读，可以提升城市

高度——文化的高度、发展的高
度、创新的高度，并最终决定城市
崛起的高度。

读书可以启示人的智慧和心
灵，让人聪明睿智、世事通达。作
为阳明故里，宁波人不但善于学
习，而且勇于实践，在努力认识
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世界；敢
吃 螃 蟹 ， 敢 为 天 下 先 ， 干 在 实
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做事
专 注 认 真 、 务 实 低 调 、 言 行 一
致，在不同行业领域取得不同凡
响的业绩，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
理诸多方面，创造了大量辨识度很
高的宁波元素、宁波解法、“中国
第一”“中国之最”。

阅读可以涵养立足社会的底气
和定力，让人志存高远。阅读，不
仅是一种休闲，也是一种充电，不
仅是一种软实力，更是一种硬实
力，由其产生的崇高精神力量，可
以成为引领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经济建设领域结出丰硕成果。
1978 年 ， 宁 波 GDP 只 有 20.2 亿
元，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2018 年
跨进万亿俱乐部后，拒绝小富即
安，提出到2026年GDP达到2.2万
亿元，实现更加宏伟的腾飞和超
越。

城市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现
象，也是文化现象，内心丰盈，灵

魂富有，有人情味，才有感召力、
竞争力，宜居宜业，后劲十足。宁
波有“文献名邦”美誉，是《三字
经》的故乡，因为继承“仁义诚敬
孝”的核心思想，市民“耕读传
家、诗书继世”的观念根深蒂固。
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凝心聚力，
同舟共济，是宁波城市的标签；知
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存敬畏、
守法纪，是宁波市民给人的印象。
因为人心向上、社会稳定，宁波获
得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入选

“东亚文化之都”。
读书修德、明理知义，可以提

升人的品位和境界，“达则兼济天
下”。包玉刚等人助建宁波大学，
邵逸夫成为“华夏捐资兴教第一
人”，代代“宁波帮”帮助故里，
造福桑梓；大批宁波企业家到异地
投资创业，为脱贫致富奉献力量；

“顺其自然”连续多年匿名捐款，
累计超过千万元之巨，普通市民踊
跃奉献爱心，扶危济困；“支教奶
奶”“育人使者”“钢琴奶奶”等暖
心故事数不胜数，“爱心城市”闻
名遐迩。

最是书香能致远。只要每个宁
波人不辜负浓郁书香，持之以恒，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担
当作为，就一定能为提升城市高度
增添荣光。

用书香浓度提升城市高度
毛海清

近日，宁波市公平竞争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发布通知，自 4 月下旬起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为期6个月的破除地方保
护和市场分割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四类
滥用行政权力行为（4 月 26 日《宁波日报》）。

地方保护主义是个打不死的“小强”，久治不绝。有人
说，那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像臭豆腐，闻着很臭，吃起来却
香。据媒体报道，最近有不少企业反映，在某些地方发展业
务时，仍会遇到一些障碍。比如，氢燃料车补贴政策出台
后，有的地方增设条件，以市场换产能，要求获补企业须在
当地设厂。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企业初到一地，往往被要求
专设分公司，以便把税收留在当地。有的地方在工程项目
招投标中，有意排斥外地企业，让本地企业中标；在政府采
购时，想方设法让本地产品入围；甚至有的执法部门也不
论青红皂白，胳膊肘一律向里拐，让外地企业干瞪眼。为
此，许多企业呼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应拆掉地
方保护藩篱，让企业在国内大循环中公平竞争。

当然，也要看到，这些年我国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方
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曾几何时，由于市场分割，在有的地
方，人们只能喝本地酒。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不过，应
注意到，过去地方保护的范围主要在商品领域，现在情况
更加复杂，逐渐转到工程建筑、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保险
等行业或生产要素领域，或者以技术、标准、监管等形式存
在，更具隐蔽性。

为什么说地方保护主义像臭豆腐呢？一方面，在我国
行政体制、经济发展中，财政包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
得一些地方的领导只盯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政策的

“土围子”紧紧罩着一地一域，不愿考虑全国一盘棋。另一
方面，就是“唯 GDP思维”的影响，有的地方对眼下能够带
动当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项目情有独钟，明里暗里予
以保护，造成了市场分割。还有就是错误理念根深蒂固，认
为地方保护是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是一种担当，虽错犹荣。

地方保护主义真的能保护地方经济发展吗？结论当然
是否定的。地方保护主义是落后生产力的“保护伞”、创新
发展的“绊脚石”。现在，无论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
面临着激烈竞争，企业只有采用高新技术，不断实现产品
更新，才能抢占市场先机，创造更多效益。而“保护伞”下的
企业，难免产生惰性和依赖性，没有外部压力，就不会有内
在的发展动力，技术落后、产品老化，最终必然会被市场淘
汰。问题还在于，在“保护伞”的庇佑下，有的企业“僵而不
死”，迟迟不肯出局，有些行业即使产能严重过剩也难以退
出，严重影响经济转型升级，拖累了地方经济。

有资料反映，我国很多行业集中度不高、低水平重复
建设现象屡禁不止。其实，这也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一些
地方以“大而全”“小而全”产业链为目标，使区域产业分工
举步维艰，实现地方特色经济、城市功能互补、资源最佳配
置等目标困难重重，影响地方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进一
步说，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连，如果任由地方保护
主义横行，势必影响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大局。设想，乡镇

之间、县域之间、城市之间，以地方保护为由，自设藩篱、各自为政，岂不是乱
了章法？

地方保护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当前，促进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存在诸多堵点，地方保护主
义是重要原因。各地需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系统思维和大局观念，彻底打
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宁波处在特殊的发展地位，整治地方
保护主义，应有高姿态，走在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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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翔

最高人民法院 4 月 27 日发布
《关于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的决定》，并将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新司法解
释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
被扶养人生活费，由原来的城乡区
分的赔偿标准，修改为统一采用城
镇居民标准计算。

“同命不同价”作为司法实践
中的争议话题，已被舆论热议了十
几年。伴随城乡差距加大，农村按
农村标准、城镇按城镇标准，赔偿
金额相差悬殊。同一起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因为当事人户籍不同，赔
偿金额可能相差一倍以上。为此，

“同命同价”的社会呼声不断。这
样的呼声，基于一个简单而又重要
的价值共识，那就是：人人生而平

等。
人命是不存在等级的，更与其

所依附的躯体之社会身份无关；人
命又是无价的，任何高额赔偿之于
人命的可贵，都只是微不足道的

“补偿”而已。对人命的微不足道
“补偿”，法律不该预留讨价还价的
余地，应当普遍适用较高的城镇居
民标准。

早在十多年前，安徽省高院等
地方法院就曾通过发布指导意见的
方式，将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定年
限的农村居民，在司法案件中的人
身损害赔偿标准，按照城镇居民标
准计算；2019 年，最高法下发通
知，授权各高院在辖区内开展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
偿标准试点工作。直到此次最高法
修改司法解释，“同命不同价”才
终于正式终结。

在近几年的试点过程中，各

地法院采用了不同的做法，大多
统一到城镇居民标准，少数统一
到全体居民标准。总体上，全体
居民标准高于农村居民标准，但
低于城镇居民标准。此次最高法
修改司法解释，统一采用了城镇
居民标准，有利于更充分地保护受
害人利益，同时使农村居民能够更
好地分享到改革的红利，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是乡村振兴的制度保
障；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
城乡居民赔偿标准，是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
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居住在城镇
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63.89%。
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统一采用
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
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
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

具体到每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统一，能够
极大降低当事人的举证难度，减轻
当事人的诉累。以往在人身损害赔
偿类纠纷案件中，采用何种赔偿标
准，需要当事人进行举证。法院通
常需要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
住地等因素确定应采用城镇居民标
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
额，赔偿权利人为证明应当适用城
镇居民标准，需要承担较重的举证
责任。

终结“同命不同价”，推动了
司法进步，促进了社会公平。不
过，当前的“同命同价”，是统一
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
特区和计划单列市的城镇居民指标
计算，地域差别依然存在。考虑到
我国地域差距不断加大的现实，

“同命同价”或有进一步统一的必
要。

终结“同命不同价”促进社会公平

丁慎毅

一度在薇娅直播间大卖的“袁
米”，是袁隆平院士亲自授权的？
跟袁隆平院士有什么关系？4月 26
日，湖南高院通报，经法院判决认
定，“袁米”侵犯了袁隆平的姓名
权和肖像权。判决袁米公司立即停
止商业性使用袁隆平姓名和肖像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隆平高科
经济损失 10 万元 （4 月 26 日澎湃
新闻）。

法院审理查明，袁米公司在其
微信公众号及其网站上的相关文章
中，将袁隆平姓名和肖像与其公司
及其海水稻产品进行关联的方式进
行介绍和宣传，均属于商业性使
用。2018 年，袁米公司与袁隆平
签订 《合作协议》，就稻米食味及
评价方面开展合作。但其实际使用
行为会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误以为
袁米公司产品是由袁隆平推荐或代
言。可见，袁米公司的行径，和山

寨产品“傍名牌”没什么两样，可
谓有预谋的夸大事实，蹭袁隆平的
热度。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持续
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发布通
知，要求强化整治以“囤商标”

“傍名牌”“搭便车”“蹭热点”为
突出表现的商标恶意囤积和商标恶
意抢注行为，重点打击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违背公序良俗、谋取不正
当利益、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典型
违法行为。袁米公司“傍名人”比

“傍名牌”更恶劣。一个名人，便
如一个著名品牌，他的成功不是偶
然，其中必然包含了个人的付出和
心血。袁隆平之所以闻名全国，受
人尊敬，是因为他将其毕生心血奉
献给了杂交水稻事业，他的研究为
人类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让中
国人“端牢了自己的饭碗”。袁米
公司正是看中了他的知名效应才这
样做，目的就是诱导消费者去购买
其商品并从中谋取利润。袁米公司
不但侵犯了隆平高科利益，更侵犯

了袁隆平的姓名权及肖像权，甚至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品牌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名片，
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企业
应靠自己努力自觉推动中国产品向
中国品牌转变，而不是玩“傍名
人”“傍名牌”的歪门邪道。在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知识产权
保护的力度，只会越来越大，关于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执法也将会进
一步完善，企业不能再抱着“傍名
人”“傍名牌”的思维不放了。

薇娅卖“袁米”被判侵权：

“傍名人”比“傍名牌”更恶劣

郑建钢 赵继承

4 月 25 日上午，合肥出口墨西
哥的大客车订单，因疫情原因出口
受阻，在尝试选择宁波舟山港之后，
一路享受“绿色通道”保畅，顺利“出
海”。

无独有偶，近日，北仑新碶街道
大港工业社区，为解决社区内企业
物流困境，在区内搭建起了“共享货
车”平台，打通了物流“肠梗阻”，已
为 20 多家企业解决了产品和原材
料的运输问题。

受新一轮疫情影响，越来越多
企业面临产业链联动难、物流运输
难、保外贸订单难等紧迫现实的问
题。一些生产企业甚至到了“库存材
料几乎耗尽，面临停产”的地步，部
分出口公司则面临着“货在冏途，违
约在即”的情形。而且，这种情况已

不是个别现象。
这些困难是绕不过去的，而且

是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的，只靠个
别企业单打独斗，未免力不从心，很
难从容应对。

在此形势下，既要防止疫情扩
散，又要保持物流畅通，保障供应链
产业链的稳定，只会喊干巴巴的几
句口号没有用，空有服务热情，却没
有应对变幻莫测市场形势的本领也
不行。它考验着交通、物流、港口，乃
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层面的承压和
解决困难的能力。

此时，管理服务部门，只有做到
主动靠前服务，精准了解堵点难点，
才可能有针对性地帮助遇困企业，
解决具体困难；只有准备工作做在
前，落实措施跑在先，才有可能创新
解决堵点，及时回应企业求助，让经
济社会发展的节奏不被打乱。

打通疫情下物流“肠梗阻”

刘志永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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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