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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鸣

最近这段时间! 东莞南城第一国际

汇一城近百名清洁工很郁闷! 因为 "长

相#竟成为决定工资高低的标准之一$ 年

纪轻%形象好的!月薪
!4##

元&其他的则

为
!,5#

元! 而两者工作量几乎差不多$

东莞人力资源局劳动监察支队队长何柱

坚表示! 这种行为属于明显的 "就业歧

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见到俊男美女!

难免令人眼前一亮!精神大振$ 因此!电

视台的各类选美活动也乐此不疲!大行其

道$ 可是!清洁工的职责是搞卫生呀!清

洁工不以卫生的标准来决定工资的高低

反倒以样貌来决定!岂不是南辕北辙$ 对

于企业的管理人员来说!更应该是从清洁

工的德%能%勤%绩诸方面综合考虑!制订

科学合理的奖励制度!实现多劳多得!优

劳优得$

相貌奇丑的子羽求学孔门之下!孔子

恶其样貌!认为其资质低下!对其十分冷

淡!后来子羽退学!回去自己钻研!成一大

家$ 孔子得知后叹曰()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 '圣人言犹在耳!未曾想东莞这家企

业又拿长相说事$

基层医院也该有名医

!

佟彤

如果学术地位%职称评定%重点学科建

设等也随之往下放!基层医院也就可逐渐成

为名医院!我国的基层医疗水平也就逐渐提

高了$

本市日前出台*关于继续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按照*意见+!本市将

建)金字塔'形纵向医疗服务体系!大型医院

诊疗将逐步压缩普通门诊!大量医生要向基

层转移!这一举措将在
564

年之内落地$

所谓 )金字塔'! 就是减少大医院的病

人! 使大医院侧重加强科研攻关和人才培

养!成为医疗的)国家队'!代表中国医疗的

最高水平!解决最疑难的疾病$ 而大量医生

向基层转移!增加基层医疗机构的实力!减

少大医院的门诊量 ! 同时更方便病人就

医,,,这应该是这个*意见+中的一大亮点$

目前!北京的基层医院!包括医保政策

最鼓励去的社区医疗机构! 规模都已经不

小 ! 条件也日趋成

熟!但那里的门诊量

和大医院大相径庭!

病人多是去开药!或

者在那里继续执行

大医院医生的医嘱!

真正看病的人不多!

因为病人不信任!因

为这是)基层'!人们

都觉得 )基层 '没有

名医$ 所以!一边是

不断增加%扩大的基

层医院!一边是毫不

减少的大医院门诊

量 !看病难 %挂号难

的问题多年依旧!而

这些挤在大医院门

诊的病人中!很多是

无需名医的普通病

人$

病人看病找名

医的心态可以理解!

但有两个问题!首先!不该是只有大医院才

有名医!对现在的中国医疗状况而言!更需

要用既有的名医带亮基层医院$ 毕竟我们

)基层医疗机构'的定位!不是因为水平低!

而是因为这里更能直接服务病人! 这才是

)基层医疗'的真正含义!能更直接接触到病

人的医院! 本身就应该具备有水平的医生!

更何况!并非只有大医院才能造就名医$

很多名医在回忆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说!业务提高最快的时候!往往是下乡%支

边的时候!因为那里的病人缺医少药!别说

名医了!连基本医疗保证都很难享有!那里

的疾病因此相对罕见%复杂!而且当地没有

充足的检查设施!去下乡%支边的医生必须

动用所有知识潜能!自然就逼出一套拳脚!

医疗水平因此得以最快速度的提高$ 很多

这样的医生!回到大医院后!仍旧可以通过

触诊等最简单的方式帮助诊断! 至少告诉

病人!有没有进一步接受检查的必要!这些

都是基层带给医生的收获--至于名医下

基层相关的问题! 也都不是逾越不过去的

坎儿!比如学术地位%职称评定%重点学科

建设等!也要随之往下放!基层医院也就可

逐渐成为名医院! 我国的基层医疗水平也

就逐渐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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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年底开始!北京铁路局所辖的客

车车体颜色将重新刷上绿色!"绿皮车'将

回归大众视野$ 铁路部门表示!客车车体进

行粉刷将分拨逐步进行$

很长一段时间内 ! 渐渐消失的绿皮

车!引发了好一阵长吁短叹$ 可是!剧情的

反转!显然远超人们想象$ 绿皮车重出江

湖的消息不期而至$ 面对这种猝然的"回

归'!舆论难免陷入轮番猜想(此举所为何

来.乘客能否买账.最终会有何种影响.凡

此种种追问!冲淡了)绿皮车'原本的温暖

意象,,,不曾久别的重逢 ! 似乎并不美

好$

遗憾的是!对于此次换装决定!铁路部

门并未给出必要解释$ 有人说!这是情怀营

销玩噱头&有人说!这是重复建设刷数据&

更有)心思邪恶者'!怀疑其中或有不可告

人之猫腻--即便浪漫的绿皮车! 终究还

是要直面那些最现实的追问!诸如)决策过

程是否科学'%)项目招标是否透明' 等担

忧!成了公众心底无法回避的心结$

绿皮车从前的美好! 显然不足以构成

其)应当归来'的理由$ 事实上!倘若将车体

统一刷成绿皮! 反倒破坏了固有 )红绿蓝

白'的视觉区分体系!可谓变有序为无序$

而从另一方面说!这次换装的)投入,,,产

出'效率!也很值得怀疑$ 毕竟!并无证据表

明!此举能产生直接受益$ 所以!在很多人

看来!绿皮车莫名其妙的回归!既不)情怀'

也不经济$

当然!作为责任主体!铁总有自主制订

经营策略的权力$ 然而鉴于其连年巨亏%软

硬件建设滞后的窘境! 公众难免会对其决

策! 存在更多的定向性期许$ 绿皮车的回

归!之所以遭遇民间强烈的情绪回弹!恰在

于铁路事业的不尽如人意!赋予了民众)为

之思考出路%替之计算得失'的使命感和勇

气$

绿皮车的回归! 居然让公众操碎了心$

如此这般!平民百姓替当事者谋!此情此景

颇有角色错乱之嫌$ 铁路部门一贯的诡异

)出牌'%一贯的随性而为%一贯的缺乏沟通!

已然让民众对其决定!滋生了某种下意识的

不信任$ 在这种心理基础内!民间解读绿皮

车的归去来! 不会顺着温馨浪漫的路径!反

倒会是一副苛责狐疑的姿态,,,生存维艰

者!没资本动辄表演情怀!这或许是众人最

朴素的判断$

社会热点社会热点

言者有意言者有意

样靓薪高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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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 人们在享受网络方便

快捷的同时! 也为网络的不规范付出了

代价!非法删帖%发帖中伤%泄露隐私等

利用信息网络侵权行为频发! 亟须法律

惩治$

!#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关于

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划定

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 明确利用自媒体

等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认定$ *规

定+ 的出台是健全信息网络法律法规的

重要一步! 也进一步筑牢了网民依法维

护合法权益的堤坝$

生活中! 一些人之所以肆意进行网

络敲诈%网络侵权等非法活动!发展非法

删帖%网络水军等互联网灰色产业!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网络是自由世

界! 各种言论和行为可以不受约束$ 然

而!)发言的自由'不是)造谣的自由'!网

络空间属于公共空间! 网络秩序也是社

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破坏网络

环境%扰乱网络秩序%侵犯他人权益的行

为!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今天!我们欣喜地从*规定+中看到!

)转发 '需要承担责任 !特别是根据 *规

定+第十条关于)转发'行为过错及其程

度的认定要素!网络大
8

转发信息!过错

认定更加严格$ 针对雇佣)水军'侵害他

人权益的行为!*规定+ 也予以明确!)被

侵权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然!在依法追究侵权责任的同时!

*规定+也特别注重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

障!比如!针对)难以明确网络侵权人'的

情况!*规定+ 允许被侵权人直接起诉网

站& 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频发的

问题!*规定+明确个人基因%病历等六大

类不得随意公开的个人隐私信息--

网络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被誉

为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强大技术力量!但

是这种技术力量必须是推动社会文明健

康发展的正能量$ 为了保证这一强大技

术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最终还是要依靠

法律的力量$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惩治

网络侵权% 规范网络秩序% 净化网络环

境!*规定+的出台正当其时$

想说就说想说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