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 南京的李女士拿到体检报告查看
时， 发现在生育史那一栏写着流产7次、 早产24
次，把她吓一跳。去医院确认后，院长承认写错了，
表示愿意向她赔礼道歉， 并赔偿两只老母鸡作为
补偿， 但李女士认为， 医院的态度她无法接受。

点评： 医院工作如此不严谨， 应该从严追
查， 查清责任， 加大管理。

体检报告流产7次早产24次
医院：愿意赔偿两只老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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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点评 博雅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义工联合会成立于
2015年， 目前共有280余名义工， 平均半个月一
次到各村 （社区） 为基层群众服务。 近年来， 积
极推进基层社会组织发展， 目前共有53个镇级、
200余个村级社会组织， 涉及治安、 文体、 便民
服务、 矛盾调解等方面， 全镇有逾两成的居民参
加到志愿服务中。

点评： 通过深入基层， 身体力行， 传播公益
理念， 帮扶弱势群体， 值得学习。

近日， 江苏南京仙林街道仙林新村社区举办
“一家亲” 千家宴活动。 在社区精心准备的基础
上， 居民们带上自己的拿手菜， 欢聚一堂， 其乐
融融。 仙林新村是一处拆迁安置房小区， 多年
来， 社区通过网格化管理等方式， 鼓励和引导居
民开展自治， 形成了良好的社区邻里关系。

点评： 或许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和邻
居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缩短邻里间的距离， 消
除邻里间的陌生。 学会善待自己， 关心他人。

近日， 河南郑州某街道环卫工用高压水枪打
落树上的黄叶， 促使树叶加速落下。 环卫工说，
领导检查要求看不见一片树叶， 这很难做到， 加
速黄叶落下能集中清扫。 环卫部门回应， 用水枪
打树叶是不允许的。

点评： 金黄树叶是秋天装扮的工具， 当秋风
吹起， 叶子像翩翩飞舞的蝴蝶从树上飞到树下，
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 却为何要无情地破坏？ 只
能说相关管理部门 “无法也无情”。

千家宴“一家亲”
形成良好社区邻里关系

社会组织服务基层群众
平均半个月一次

如今， 人们对低头族并不陌生。 因为无论是
你走在大街上， 还是在各个公共场所里、 单位、
家庭、 学校、 社区， 无处不见低头族。 而且由于
低头族的高度专注， 很多人也会时常和低头族撞
个满怀。 虽说， 无论是媒体还是医疗机构， 都反
复告知人们低头族的坏处， 不过， 依然没有阻挡
住低头族源源不断的大军。 如果说， 前几年低头
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那么， 如今低头族已经不
分男女， 无论老幼了。

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 估计连手机的发明者
都没有料到， 更没有想到在所有的这个族那个族
之中， 还没有哪一个能超过低头族的人群规模。

那么， 难道我们对低头族就无计可施了吗？
近日一则来自浙江嘉兴的消息引起了我的高度注
意。 近日嘉兴公布的 《嘉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文明行为规范， 针对
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等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 行
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浏览手持电子设备或
者嬉闹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这个地方条例一经颁布， 就迅即引起全国广
泛关注， 这是因为近年来， 各地对于立法处罚马
路低头族一直多有争论， 此次浙江嘉兴市能够明
文出台条例， 这在全国尚属罕见， 也是开了治理
行人低头族的法律先河。 一直以来， 我国对驾驶
员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有明确的禁止规定。 我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 驾驶机
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观看电视等妨碍
安全驾驶的行为。 违者罚款200元， 扣2分 。 因
此， 在司机中， 一边开车一边低头看手机的还是
不多， 因为这样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 无论是在路上， 还是
在各个公共场所， 都是不停地低头看手机， 甚至
因为过度投入到手机中， 不惜失去了生命。 这样
的新闻每年全国都有不少起。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的数据， 2009-2016年间， 行人因交通意
外死亡人数增加了46%， 这一数字引起了各方的
重视。 美国高速公路安全协会指出， 导致行人死
亡的因素之一是全国智能手机使用率的增长。 目
前， 国内这样的案例实属不少， 如果统计出来，
也应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谁都知道， 长期做低头族， 不但损害健康，
造成肌肉的伤害， 还容易造成颈椎病。 某医院推
拿科每月大约至少要接诊近千例。 其中， 20岁至
35岁的大学生和白领就占了一半。 而他们都是喜
欢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和平板电脑。 长期做低头
族 ， 还容易导致性格内向， 影响人际交往。 因
此， 嘉兴的这次以立法形式要对低头族纠偏， 虽
然执法难度加大， 但是也会对低头族有一个严厉
的提醒。 低头族不但是公共安全的隐患， 还会让
人们平时无所适从， 似乎没有手机就玩不转生活
了。 因此， 期待出台更加全面的相关法规， 能够
有效地遏制低头族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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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图闻点评】

环卫用高压水枪打黄叶
领导要求看不见一片树叶

南宁电视问政民生问题
官员现场承诺整改

五塘镇七塘村饮水水源发黄、 浑浊， 3年前
就曾报道过的问题， 至今仍没解决。 住房改建变
成群租房， 群租乱象没有后续追踪处理。 部分城
区校外培训机构非法办学、 无序发展。 10月27
日晚南宁电视台播出的节目 《向人民承诺———电
视问政》 聚焦用水、 群租、 教育等方面 “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 相关负责人现场纷纷承诺，
立即进行整改。

点评： 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新形式， 为干部和
群众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然而， “问” 不是
目的， 比 “问” 更重要的是 “问” 之后的 “承
诺” 以及 “承诺” 之后的 “践行”。 只有立说立
行， 立竿见影， 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不做低头族
生活更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