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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 公厅 26日 印发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
年重点工作任务》。其中，提到
要加快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
业特点的薪酬制度。重点任务
包括：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
步提高医务人员收入待遇，调
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严禁给医
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医务人
员薪酬不得与医院的药品、耗
材、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
钩。
人们称赞医务 工 作者 为
“白衣天使”、妙手仁心，是因
为医务人员救死扶伤，他们从
事的工作不单纯的是门职业，
而是负有更高道义责任与道
德要求的事业。确实，如果简
单地将医务工作理解为“你花
钱我看病”的医疗买卖，患者
很难对医生怀有足够的信任，
而医生恐怕也难有充分的动
力，对患者的健康与生命尽心

来论

及时语
“我注意到 近期 有 些酒 店
调价， 价格调整本来是酒店的
经营行为， 但把涨价扣在营改
增头上， 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的。”
—针对一些国际酒店借
——
营改增涨价的现象， 财政部部
长楼继伟日前对记者表示。
“如果A股继续超跌， 将是
投资者捡钱的机会。”
—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
——
析师任泽平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这一波的股市调整正在接
近尾声， 当前点位大部分风险
已近释放，向下空间已经不大，
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阶段。
“现在，大宗商品我们自己
都不敢随便玩。”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
——
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蒋晓飞
日前表示， 商品期货的炒作已
经出现了脱离基本面的迹象，
不建议一般的投资者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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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用好禁设创收指标， 还须深化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治好医院“以药养
医”的老毛病，方能奏效。

尽力地负起完全的责任。如果
医务人员唯利是图，就一定会
像“翅膀坠上黄金的鸟儿，再
也无法飞翔。”
但是，过分拔高医务人员
的思想情操，一味强调公众对
医务人员的道德期许，甚至以
此抵偿或忽略他们对薪酬与
物质方面的正当需求，恐亦是
走向另一个极端。医务人员固
然不能忘却应有的职业使命
感，但他们脱下白大褂，依然
是普通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
火的神仙，衣食住行，他们同
样要应付生活的经济压力。特
别是在日益商品化市场化的
现代社会， 要求别人甘愿清

贫、近乎不求回报地来满足自
己的需要， 也是不道德的。所
以，逐步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
待遇，本身是经济社会发展与
观念改变的当然要求。如果医
务人员的后顾之忧都没有解
决，就很难调动他们的工作积
极性，甚至“倒逼”部分医务人
员通过收“红包”等不正当的
方法增加收入， 无论怎样，最
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患者。
由此可见，建立符合医疗
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迫
切而必要。不过，同样迫切需
要廓清的认识是，医务人员的
薪酬应该也只能是与他们的
医术、劳动绩效相挂钩，而不

看清山寨大赛聚光灯下的阴影

近四五年，在福建泉州地
区举办针对孩子的才艺比赛
日渐增多。 比赛盛行的背后，
是许多家庭经济好的家长，生
怕孩子输在起跑线，愿意花钱
去培养孩子，并希望通过比赛
让孩子得到锻炼。因为有这样
的焦虑和需求，部分家长要么
没有想过主办方是否是山寨
协会，即便知道，也觉得无所
谓。（4月26日《海峡都市报》）
一些家长明知 是 不法 机
构举办的山寨大赛，依然趋之
若鹜，为了孩子，山寨的也愿
买单，其中滋味令人琢磨。
山寨比赛大有市场，各种

针对孩子的才艺比赛“风起云
涌”， 不过是把准了一些家长
浮躁功利的“心脉”。当下，人
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教育投
入也日渐加大。加之娱乐明星
的市场效应，亦加剧了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愿望。不少家
长耗费家财，带着孩子东奔西
走， 不停出没于各种比赛，试
图一鸣惊人或一举成名。
然而，聚光灯下既有成功
的光环也有失败的阴影。过早
涉足商业比赛和娱乐场所，对
身心稚嫩的孩子有诸多不利：
一是拿钱买名次甚至买冠军，
会误导孩子产生金钱万能的错

误价值观，
“
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没有扣好”，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二是山寨的奖状和奖杯会让孩
子虚假幻象， 不能准确定位自
我，将来难以面对挫折和失败。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曾经流行一时，也成为一
些家长的教育信条。 实际上，
若是短跑， 起跑线靠前一点，
争分夺秒当然重要，但人生是
一场马拉松，明智的选手会积
蓄实力匀速发挥， 不疾不徐，
不骄不躁，如此才能取得良好
的人生“成绩单”，反之，起跑
太狠过早耗尽体力反而无益。
家长们该醒醒了。 ■王丽美

“禁止拍照。”

微
议

近日,宁波地铁2号线一张禁止拍照的标识引发争议。宁波地铁回应，地铁是人防工
程，“禁拍”是出于保密需要。“禁拍”标识已于25日被撤离。
长风破浪：既如此，为什么还把标志撤了？
废柴：人流密集防阻塞踩踏也是为安全，说得过去，但非要说人防就有点扯大旗作虎皮了。
小溪：禁止拍照，说白了是为了方便自己管理。
下雪天：公共场所还要求保密，是在侮辱我的智商么！

是与除此之外的医院的药品、
耗材、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
挂钩。 医疗成本不断攀高，医
患关系日益紧张，说到底都与
一些医院给医务人员设定创
收任务有脱不开的关系。创收
任务，会让医生背上经济与道
德双重压力。如果医生薪酬是
与卖出多少药品耗材有关，而
与他们的医术关联不大，那就
无法正面激励医生提高医技。
医生一旦沦为与其职业身份
不符的“卖药的”，就难拾职业
尊严。
因此， 禁设创收指标，更
利于体现医生职业价值，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维护医务
人员职业尊严的一柄“尚方宝
剑”——
—而要运用好它， 还须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治好
医院“以药养医”的老毛病，方
能奏效。
■本报评论员 赵强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7 星彩 第 160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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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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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0
二等奖 15
22382
335730
三等奖 168
1800
302400
四等奖 2107
300
632100
五等奖 2690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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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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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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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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