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 ，
他们的诚实劳动和辛勤付出
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患者
的感恩 。 “尊医重卫 ” 不能
只体现于每年的护士节 、 医
师节 ， 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
活 、 就医行为的常态 ， 形成
一种社会氛围。

■长话短说

李雪 ： 现在 ， 有一些租人
APP， 用户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
出租自己或者租一个人， 不仅可
以花钱租女友、 男友， 还能租人
陪玩陪吃 ……对 “租人 ” 行 业
应 理 性 对 待 ， 既 要 正 视 其 中
的 市 场 需 求 ， 更 不 能 让 其 成
为无人管和法外之地， 而成为市
场一大隐患。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人才争夺战”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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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自动售药机进社区需配套措施跟进

■每日观点

张国栋： “双11”全民狂欢的
热潮已褪去， 买家开始忙着确认
收货、给出评价。不过，对有些买
家来说， 当初购买时的兴奋可能
被收货后的失望所代替， 商品并
不如评价中说的那般好， 从而引
发退换货高峰。 有些商家为了让
自己的生意更红火， 花钱雇用职
业评价师刷单： 一方面雇用好评
师给自己刷好评，迷惑顾客，增加
销量；另一方面，雇用差评师给竞
争对手刷差评， 以此来打压竞争
对手。 对于此类炮制差评中伤竞
争对手， 结果只能是没有赢家的
恶劣行为，绝不能听之任之。

炮制差评中伤对手
行为实在恶劣

■世象漫说

半夜 ， 家中8岁的孩子突然
发起高烧， 家里又没有备用药，
家住浙江金华市区江南的李女士
只得顶着寒风临时去药店买， 不
料她在家附近转了一大圈， 途经
6家药店， 都是大门紧闭。 原本
她想直奔医院急诊了， 突然想起
前段时间开车经过八一南街时，
看到过 “24小时自助售药” 的字
样， 于是赶紧找去， 在自助售药
机上买到了退烧药。 （11月28日
《金华日报》）

自动售药机投放社区的确是
件利民便民的好事儿， 但好事如
何办好， 自动售药机的投放仅仅

是迈出了第一步。 对于药品， 公
众追求不只是价格低廉和方便购
买， 而是药品质量安全。 无论是
在自动售药机购药还是在药店，
甚至在医院购药， 药品的质量安
全始终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就自动售药机而言， 比如， 未成年
人或者一些限制民事行为的人也
可以自助购药； 比如没有医生的
指导 ， 如果购买了不对症的药
品 ， 或者在治疗中出现用药过
度， 服用剂量过大等情况， 该如
何预防和解决， 这些都是自动售
药机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这些
风险不容小觑， 不可忽视。

毋庸置疑， 自动售药机未来
的市场空间将会更加开阔 。 因
此， 自动售药机要想行之久远 ，
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跟进。 在
确保药品安全和用药安全方面， 有
关企业和政府部门务必做好相关的
服务和监管工作。 一方面， 药企要
学会换位思考， 了解公众对药品的
需求和难处， 取实体药店之长，避
售药机之短， 让自动售药机真正
成为受社区居民欢迎的自家门口
的“24小时药店”。另一方面，药品
监管部门要从药品的源头、 配送
上进行卡控， 确保自动售药机内
的药品正规、有效。 □廖海金

近期 ， 纵观部分二 、 三线城市的 “人才争夺
战”， 大多出台了买房打折、 租房补贴、 落户降标、
项目资助、 一次性奖励等引才政策， 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 然而，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在物质激励等
“彩礼” 难以攀高的条件下， 如何引凤求凰成为人
才工作的一大考验。 （11月27日 《人民日报》）

□王铎

“长期销售各大银行卡 ，
整套包括储蓄卡、 身份证、 网
银U盾 、 手机卡 ， 可用于转
账 、 汇款 、 洗钱 、 送礼 、 逃
税、 贿赂等。” 如此明目张胆
的 “广告”， 不时充斥在各类
论坛和社交媒体中。 （11月28
日 《证券日报》）

网上贩卖银行卡、 身份证
活动为什么如此猖獗？ 原因是
多方面的， 一是现在很多人还
没有意识到个人身份信息及证
件的重要性， 可能认为卖一张
0余额的银行卡不会有什么危
害， 还能收入一点零用钱， 或
是在银行卡遗失的时候， 只要
里面没多少钱， 甚至都懒得去
挂失。 殊不知， 一张看似普通
的银行卡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就可以拿去干很多坏事， 也会
让自己的资金安全、 重要账户
统统陷入“裸奔”的危险境地。
二是网络的隐秘性、 虚拟性和
网上交易的便利性给了不法分
子隐匿的空间， 也为他们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打开了方便之
门。三是监管制度不够完善，封
堵合力远未形成。试问，这些买
卖银行卡的为什么敢于就这样
在网上公开叫卖、交易？那些银
行卡贩子又是怎么能够随心所
欲的办来那么多任意银行、任
何地区的银行卡？

因此， 要打击治理网上贩
卖身份证、 银行卡等违法犯罪
行为， 必须多管齐下， 多方配
合， 强化部门联动， 全面防范
打击 。 首先是要加强顶层设
计， 包括进行专项立法 、 提
高 惩 处 标 准 ， 建 立 部 门 协
调机制等等。 其次是要严格
督促各银行发卡机构和网络运
营商落实监管主体责任， 让买
卖银行卡者处处受制、 寸步难
行。 此外也要注意加强反制技
术建设。 只有从技术上超越违
法犯罪分子， 打造打击反制技
术的 “杀手锏” 和 “照妖镜”，
能高效发现、 识别、 清理相关
违禁信息， 让不法分子 “藏不
住、 干不成、 跑不掉”， 才能
有效遏止网上贩卖身份证、 银
行卡的蔓延势头。

□徐建辉

打击买卖银行卡
需要多方配合

日前， 国务院批复同意， 自
2018年起， 将每年的8月19日设
立为“中国医师节”。 这是继护士
节、教师节、记者节之后，国家设
立的第四个行业性节日， 并且意
味着， 全国1100多万名医务工作
者的“专属节日”占据了全国行业
性节日的“半壁江山”，可见党和

国家对“白衣天使”们的重视与关
怀， 也契合了13亿民众对提升健
康水平的诉求与期待。

或许是一种巧合， 与设立医
师节的消息几乎同步， 热播电视
剧 《急诊科医生》 也步入尾声 ，
圆满 “大结局”。 剧情在多角度
展示医院急诊科日常工作场景和
医护人员诊疗技术的同时， 更通
过一个个不同的急诊病例， 表现
了他们认真负责、 救死扶伤的职
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尽管有观众
对剧中某些情节、 个别人物提出
质疑、批评，但总体而言，剧情描
述是正面的、真实的，并且得到了
现实中许多医务工作者的认可。
因此可以说， 这部电视剧给医务
人员的工作、 生活打造了一个典
型环境， 塑造了几个鲜活人物，

也给国家为什么设立医师节、 护
士节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国家设立行业性节日， 并非
为了让某个职业群体多一天假
期， 而是提请社会对这个行业的
从业者给予尊重、 理解与关爱，
同时表明， 对与之关联的问题给
予重视和解决。 这就不能不让人
想到医患关系问题。

医患关系紧张早已不是新
闻。为什么紧张？原因种种。简单
说，表面看是双方利益冲突，深层
次则是彼此失去了信任。 医生接
诊怕患者“找茬儿”，患者就医怕
医生不负责任。 在这样的心理支
配下，稍有摩擦就可能起冲突，推
向极致则会闹出人命。那么，不信
任又由何而来？ 源于确有少数医
务人员缺乏职业操守， 也确有个

别患者或家属无理取闹。现实中，
类似案例绝非仅有。按说，少数人
问题的存在并不奇怪， 也不应蔓
延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它又确实
成了社会问题。 电视剧中的某些
情节就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现实。

现在 ， 有了医师节 、 护士
节， 对于改善医患关系应该有所
助益。 概括说， 医务工作者在感
到荣誉、 自豪的同时， 更应该自
觉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提升救死
扶伤的职业使命感、 责任感； 国
家、 社会在尊重、 关爱医务工作
者的同时， 还应该为他们改善从
业环境 、 解除后顾之忧 。 具体
讲， 当医护人员与患者面对面，
都需要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
医护人员每天要面对无数急切求
医的患者， 不仅需要正确诊断，

而且必须及时处理， 其紧张、 劳
累乃至可能的疏忽都是可以理解
的， 患者应该给予医护人员足够
的信任，积极配合治疗；反之，患
者求医，必为病痛所苦，等于把自
己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托付给医护
人员了， 当然希望得到最好的诊
治， 其急躁、 焦虑乃至可能的无
理， 同样可以理解， 医护人员需
要有足够的耐心， 给予精心的治
疗。 有了相互的理解和信任， 才
能构筑融洽和谐的医患关系。

话题回到节日。 医务工作者
救死扶伤， 他们的诚实劳动和辛
勤付出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患
者的感恩。 “尊医重卫”不能只体
现于每年的护士节、医师节，应该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 就医行为的
常态，形成一种社会氛围。

别让租人APP
成为监管盲区

治理垃圾短信需要多管齐下

医师节·电视剧·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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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安全报告显示， 垃圾短
信在 “双11” 前后出现发送高峰
期， 电商平台及电商平台中的店
铺、 商家是营销短信的主要发送
者， 共占比47.9%。 这种情况在
“双11” 后也还在继续。 （11月
28日 《北京青年报》）

谈到垃圾短信， 可以说是人
人深恶痛绝， 个个咬牙切齿。 因
为，只要是手机用户，没有人能够
逃得过垃圾短信夜以继日、 没完
没了的骚扰。 特别是在“双11”期
间，营销类垃圾短信更是“风光无
限”，而用户却苦不堪言。 垃圾短
信不仅污染了通信环境， 侵犯了
用户个人隐私， 更使许多用户因
上当受骗而利益受损。

事实上， 通过立法与多种技
术手段、 配套措施多管齐下， 根
治垃圾短信并非是不可为之事。
首先， 杜绝垃圾短信， 应成为运
营商一项法定义务， 以此遏制运
营商的利益冲动， 切断蛰伏在垃
圾短信之上的利益链。 同时， 应
制订信息产业经营和服务 “行业
标准”， 明确运营商的服务项目
和服务质量， 特别是要明确技术
标准， 确保用户信息不被垃圾短
信入侵。 再者， 用户要增强维权
意识， 发现商业广告之类的垃圾
短信， 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不能一删了事。

特别是， 政府职能部门更要
加大打击力度， 一旦发现运营商

参与 “经营” 垃圾短信， 应课以
重罚； 屡教不改者， 责令其停止
相关经营和服务， 直至永远退出
信息产业市场。 当然， 处罚仅是
一种手段， 关键需要配套措施跟
进。 如进一步完善 “12321网络
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制度”， 建

立 “垃圾短信信息源黑名单库”，
对群发短信进行审核和拦截； 对
连续发10条以上垃圾短信的手机
予以停机、 销号等。 通过一系列
的措施， 让垃圾短信发布者无利
可图， 无处藏身， 成为人人喊打
的 “过街老鼠”。 □汪昌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