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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市对医闹问题的解决从
2012年4月开始。到现在，中山有近两年
没有发生医闹事件，“医托”“号贩子”也
基本绝迹，并成功创建“无医闹城市”。（4
月1日《南方农村报》）

从新闻可以看出， 中山市两年无医
闹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出以公心，敢于用
警”。

一方面是市委书记提出“慎用警力，
并不是不用警力， 更不是滥用警力”理
论， 让我们感到又遇到了一名仇和式的
铁腕人物；同时，从制度上规定公安部门
的职责，在医院报警后，公安民警会在15
分钟内赶到现场， 将有医闹倾向的人员
强制带离； 出警时要求民警与医闹人员
比例为3∶1，以有利于快速稳定局面。

这样的经验很管用， 我一点都不怀
疑。 当发生医疗事故的病人家属请来十
几个医闹准备闹事时，15分钟内就能调
来50多个警察，把所有人员强行带离。那
阵势，岂止是闹不起来，胆小的吓都吓得
屁滚尿流了。 问题在于， 在被强行带离
后，具体的矛盾将如何处理？他们会不会

在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失去自己的权
利，只能绝对服从医院和医调委的处置了？

对于职业的医闹， 确实需要打击。但
是，这里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职业医闹
是寄生在医患纠纷之上的，打击职业医闹，
能不能保证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置？第二是，
会不会因为打击医闹， 把没有雇佣职业医
闹的患者家属也当做医闹处理？

应该说， 医患矛盾和医闹的发生是一
个复杂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多
元化，而不是靠一味药所能奏效的。诚然，
医闹和医患纠纷固然有患者一方无理取闹
的情况，但也有另一种情况：确实是医院服
务存在问题，即使有患者雇用医闹，也是因
为弱势群体对公平的忧虑。 在这样的情况
下，一律靠强大的警力维持稳定的局面，可
能伤害的是患者的权利。

当然， 也许中山市还是有一套完整的
制度来改善医院的服务和维护患者的权利
的，但是，起码说，这篇新闻有误导之嫌，会
让人们感到，只要有强大的警察，就能化解
医疗纠纷，其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

■殷国安

湖北宜昌地标性建筑物———已经运
行近两年的长途汽车客运中心， 最近再
次引起网友注意。 这三座并联着像是棺
材一样的汽车站看起来有些恐怖， 把汽
车站建成像三个棺材的房子到底在比喻
什么呢？（4月1日《北京晚报》）

除了“升官发财”，网友们很难再想
出别的寓意了。 虽然升官发财是人们朴
素直白的良好愿望， 但棺材是死亡的象
征，往往给人带来恐怖、不详之感，因此，
用形似棺材的建筑寓意升官发财， 终归
说不过去。汽车站是公用建筑，乘客要的
是一路平安，弄三个棺材放那里，岂不是
“脑残”？

当然， 奇葩一样的建筑是无法用正
常思维解读的。这些年，奇葩建筑层出不
穷，什么“裤衩”、“秋裤”、“生命之环”，甚
至是生殖器形状，在公众眼里是“争着比
丑、抢着比二”。尽管骂声一片，但类似奇
葩建筑却越来越多，有的还因“创新”得
了奖，让人百思不解。

建筑审美是一门专业的学问， 普通
人可能真不懂； 建筑审美更需要时间来

证明，现在人的评价或许不足为据。但这些
都不是奇葩建筑存在的理由。从道理上讲，
公用建筑花了纳税人的钱， 应该考虑公众
的感受和意见；从审美上说，再专业再小众
的审美艺术也要对接大众审美感受。

从审美角度看“棺材建筑”，恐怕很多
建筑师也说不出个一二三。 事实上，“棺材
建筑”无关审美，关乎权力，是“权力审美”
的极致表现。与传统“权力审美”追求大尺
度、大体量和大景观的“宏大叙事”不同，
“棺材建筑”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谈不上
美感。它彰显的不是权力的威严和崇高，而
是权力的扭曲变形和随心所欲。

现在的建筑，“权力审美” 起决定性作
用，设计师再负责再认真也会臣服于权力，
更有一些设计师主动投领导所好， 为权力
涂脂抹粉， 无数奇葩一样的丑陋建筑就是
这么来的。

真正令人深思的， 类似奇葩建筑层出
不穷， 怎么没有哪个部门来管管？“有关部
门”去哪儿去了？“权力审美”一意孤行，公
用建筑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所毁掉的恐怕
不仅仅是城市风景。 ■陈广江

“保定近一周多个楼盘价格上
浮达10%； 涿州一些现房遭抢购；
燕郊个别项目单价超过1.5万元
……”京津冀一体化的具体规划尚
未出台，但北京周边楼市已现“亢
奋”。专家指出，应警惕京津冀一体
化出现“房地产化”的苗头和趋势。
（3月31日《新京报》）

当公众对京津冀一体化还处
于琢磨阶段时，精明的开发商已驾
轻就熟地开始热炒这一概念，购房
者抢房热情也跟着迅速高涨……
根据河北保定市住建局的数据，
2013年，当地共办理商品房预售合
同登记备案14786套， 而今年3月1
日至24日就办理了3474套，足见京
津冀一体化概念的巨大魅力正在
让公众再一次陷入疯狂抢房和购
房的热潮中去。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早已
习惯了土地财政的支撑并对之形
成依赖，他们对于开发商热炒京津
冀一体化概念显然都持积极支持
的态度。

相对于房地产业这块迅速就
能吃到的“大肥肉”，如何做好京津
冀一体化这篇大文章，如何在治理
污染、公共设施、社会治理等方面
提升一体化的综合水平等问题，则
显得艰难而持久。

当前的京津冀一体化更注重
在功能定位、产业分工、设施配套
和交通体系等方面的统筹，而不是
强调某地的高速发展，更不是以做
大房地产这个单独行业作为凸显
政绩的抓手，如果仅仅满足于依靠
区位优势来带动房地产业爆发式
增长，那么，反而会让协同发展的
效果大打折扣。

近日，河北省出台了《关于推
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 关于保定
等地区承接首都部分功能、北京周
边地区产业规划等问题做了相关
表述。这一意见的出台引起了房地
产等领域的“躁动”。 房地产市场对
于政策的敏感性很有可能会透支
市场预期的风险，而北京周边地区
房价的快速变化也在告诉人们，京
津冀一体化出现的“房地产化”苗
头和趋势不容轻视，根本的应对策
略就是地方政府一定要遏制住房
地产兴市的冲动，千万不要以为京
津冀一体化就是房地产化。

■闻一言 摘自《中国青年报》

“工作辞掉了， 可以再找，救
人的机会失去了， 我内心会
永远不安的。”

陕北小伙王广恒捐造血干细
胞因请假未果辞掉工作。3月31日
上午， 躺在西安唐都医院造血干
细胞移植中心，他质朴的几句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动情。

去去回回：辞了就辞了，有这
种品质，还怕找不到工作么？

老馋猫：小伙好样的！好人一
生平安。哥赞你！

Roger：赞一个，捐助的时候注
意别让无良的慈善中介钻了空子。

双面： 那个拒绝员工请假的
老板，羞愧么？

一千零一夜：打个比方，假如
他是救护车司机， 自己甩手做好
事去，救护车上的患者该怎么办？

“不买东西还给我那么高调，
你给我滚啊！叫你滚啊！滚！”

去年实施的《旅游法》，明确禁
止零团费及强迫购物等行为，但相
关媒体最近揭发一些港澳团仍存
在强迫购物情况，有拒绝购物的旅
行团成员被导游骂是“穷鬼”，亦有
不买东西的成员被导游如此呵斥。

漂泊：对这种导游需要严惩。
五七： 旅游的乐趣在随心所

欲，何必找导游，自讨没趣。
天天看到你：猖獗至极，简直

是无法无天！
零：这哪是旅游，完全是闹心。

“没房，哥不配爱！?”

济南一楼顶日前忽然出现一
个超级无敌巨大横幅， 上面白底
黑字写着这么几个大字， 旁边的
小伙子情绪失控满是哭腔， 歇斯
底里地狂喊：“不就是没房子吗，
这婚我不结了还怎么着！”

依旧惘然： 没房还有闲钱打
广告？又一个开发商的软广告吧。

清风泛舟：一代房奴的悲哀。
呼啦啦：愚人节，恶作剧吧！
囡囡：哥没买房照样结婚了。
天下乌鸦:结婚不买房，就是

耍流氓。

杭州楼市一个月来风波不
断：降价潮蔓延，成交量却并未
明显反弹。开发商们“以价换量”
的规划效果有限，楼市实际库存
量依然居高不下。 在此背景下，
隶属于杭州房管局的透明售房
网，对“行情数据”栏目作出调
整，“可售房源”一栏被“可售住
宅”取代，减少了商业地产方面
的数据，对应的“签约量”数据却
依旧包括商业地产部分。 调整
前，杭州市区“可售房源”数量为
11.3万套，变动后“可售住宅”信
息为7.47万套， 楼市库存一夜少
了4万套。

隶属于杭州房管局的透明
售房网， 因为背靠政府部门，被
市民当做“官网”看待———是了

解当地楼市的重要渠道，也是市
民购房的重要参考。这个“官网”
发布的数据，之所以能为市民信
服，是因为市民相信官方背景的
权威性能够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换言之，这个“官网”某种程度上
是以政府公信力作为抵押，方能
取得市民信任，其数据失真也就
意味着在减损政府公信力。

同时，这个“官网”既隶属于
政府部门，其发布数据理应含有
为公众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的功
能，否则他们无权也无正当理由
获取、发布公共数据；另一面，政
府部门基于公共利益为这个“官
网”提供公共数据，首先要保证
自己提供的数据的真实性，其次
要监督该网络发布的数据信息

是否真实，不能任意歪曲，误导
市场。

对比上述分析， 很显然，此
“官网”通过对“行情数据”作出调
整，一夜之间减少了楼市库存4万
套，这种“朝三暮四”式的操作手
法， 实际上是向市场提供了与真
实情况并不相符的虚假信息。如
果通过“官网”调整数据，就可以
减少库存，那还要市场做什么？有
明眼的网友很快发现了这种故作
聪明的“调整”，讥笑此举为“掩耳
盗铃”，可谓形容贴切。

但是，并非“掩耳盗铃”者都
是蠢得可笑。“官网” 调整数据，
不是谁真的以为由此可以画饼
充饥 ， 解了楼市库存高企之
忧———而是有人深知“市场预

期”的经济理论：数据不能决定市
场，但是可以影响市场，影响人们
对市场的预期。当前尽管开发商降
价了，可市民还是不够买账———观
望者多，入市成交者少，其中自然
是因为对行市的判断与价格的预
期， 同开发商还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由此而言，在购房者看来，之所
以缓缓不入市，是因为价格还没有
降到自己的心理预期价位。

而聪明的购房者也明白“供需
决定价格”的原理，如果库存减少得
厉害，价格自然也就降到位，是出手
时机了，所以他们也紧盯着“官网”
的数据发布，分秒不懈怠。买的从来
没有卖的精， 作为卖方的开发商当
然也清楚买方心理———不断降价试
探着市场，同时希望“以价换量”的

措施能够立竿见影，由此缩短降价历
程，保证利润空间。

购房者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过
程，是个相互试探预期最后达成妥协
的过程，市场通过这个交互机制发生
作用从而达到相对公平的利益交换。
健康的市场经济时时发生着类似的
市场交易，但是，杭州“官网”人为调
整行情数据，则是刻意歪曲市场决策
指标，误导购房者的心理预期，促使
市民尽早购房。“官网” 如此操作，在
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官方意图，这就
有违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监督维护者
的中立立场，以政府公信力为开发商
利益背书，不仅愧对市民，更会因为
无视市场规则受到市场惩罚———为
政者不可短视。

■本报评论员 赵强

掩耳盗铃救不了楼市

… 非常语录 … 余以为

“棺材建筑”：关乎权力，无关审美

… 时务观察

别把“敢于用警”当做治理医闹的秘笈

… 推荐

京津冀一体化
不是房地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