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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感动应成为医患关系常态

余以为

12日，国家发改委举行“诚
信春运公众监督平台” 上线启
动仪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
室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赵辰昕
表示，在春运期间，老百姓可以
利用平台在线举报倒票、 逃票
等违法违规和不文明行为，点
赞优质服务和好人好事。 对查
实的违法违规行为， 有关部门
将依法给予处罚； 对严重不文
明行为予以曝光， 同时记入相
关当事人的信用记录。（1月12
日新华网）

关于倒票、 逃票等违法违
规行为，有关部门想了很多，也
做了很多， 比如火车票采取实
名制，出重拳打击“黄牛党”，乃
至将此类违规违法行为纳入信
用记录。不过，倒票等违法违规
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明显改善，
“黄牛” 们也没有因此有所收
敛。 只要到火车站附近走一圈
便会发现，很多“黄牛”依然像
幽灵一样游荡在我们身边。

这些幽灵之所以长期在我
们身边游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在于相关部门的监督不及
时，对“黄牛党”的打击并不有力。
而且，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
相关部门执法力量有限， 派出再
多的人手巡查也难免挂一漏万，
这也会让“黄牛”们形成侥幸心理，
这种侥幸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助
长了倒票等行为的嚣张气焰。

与以往单纯依靠职能部门的
力量打击“黄牛党”不同，“诚信春
运公众监督平台” 借助于互联网
将监督权下放，交给老百姓，交给
群众，并且与职能部门互为补充，

从而将监督的力量覆盖至每一个
角落。 这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发现
“黄牛党”的身影，对其进行更灵
活更准确的精准打击， 也方便职
能部门调查取证， 从而对“黄牛
党”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互联网+群众监督为春运保
驾护航。当然，也无须讳言，要想
真正对“黄牛”或其他违法违规和
不文明分子形成震慑， 关键还在
于凡群众举报必查， 凡违法违规
者必究。对此，不妨拭目以待。

■李成辉

互联网+群众监督为春运保驾护航

一张2016年12月13日的会诊
记录单，因为字迹工整清晰，被网
友称为“医疗界的一股清流”。这
张走红网络的会诊记录单， 是新
疆中医医院呼吸一科医生马红霞
手写的。马红霞1月11日接受澎湃
新闻采访时表示， 将病历写工整
是相互尊重， 与人方便也是与己
方便。（1月12日澎湃新闻网）

相信看过病的人对医生们的
“狂草”病历并不陌生，大多数病历
的书写几乎都是“天书”，完全看不
懂，于是，突然出现一张书写工整、
字迹清晰的病历时， 舆论便沸腾
了，一致认为这是医疗界的一股清
流。原本正常的事物却被人视为反

常，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患者权利被
忽视，知情权得不到尊重所致。

当然，医生书写“天书病历”
存在不少客观原因， 譬如每天接
诊量大，病人多，时间紧，不得不
字迹潦草节约时间， 但这样的理
由似乎不够充分， 因为在就诊速
度与就诊质量之间， 显然质量更
为重要， 毕竟目前诸多的医患矛
盾的根源在于就诊质量而非速
度。实际上，有关病历书写要求卫
生部门多年前就出台了《病历书
写基本规范》，要求“文字工整，字
迹清晰，表述准确，语句通顺，标
点正确”，因此马红霞的病历只不
过是职业规范下的基本操守。

2016年11月份， 网上出现了
一份中国现代妇产科泰斗林巧稚
书写的病历， 这份病历写于1946
年，病历上的字迹非常工整，病情
记录也十分详细，“简明扼要，句
句重点”。你可以说70年前的医院
没有现在这么大的接诊量， 但你
无法否认林巧稚这份病历所体现
的对病人的尊重和体贴，而且，在
接诊量大的今天， 也仍然有医生
能够秉承这份医者之心， 写出了
工整清晰的病历， 这就不是接诊
量的问题了， 而是医者能否秉持
初心，始终坚持善意的沟通。

良好的医患关系说到底无非
是尊重，医生尊重患者的权利，患

者尊重医生的专业，“求医” 并不
意味着患者权利的丧失，对检查、
诊断、治疗等医疗活动的过程，患
者都有知情权， 而这份知情权最
基本的保证就是让病人至少能看
清自己的病历。 医生尊重了病人
的权利， 患者感受到了这份善意
的尊重， 才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医
生的专业，而且，尊重病人所起到
的效果还不仅仅是换取病人的同
等尊重这么简单， 它还能将一些
潜在的医患危机消解于无形，为
医患关系铺设良好的轨道。

实际上， 每当出现医生尊重
患者，对患者施以仁心仁术时，总
会引起舆论的称赞。2010年， 常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徐莉给
患者开出了一个“一毛钱处方”并
治愈病情， 让人们惊讶又感动；
2015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
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石卓怀
抱一个即将做手术的两岁小女孩，
安抚她的情绪，被麻醉师拍下照片
发到网上，引发了无数赞誉。

矛盾可以来得很激烈，感动也
可以来得很简单。医生们一些平常
的分内举动，换来的是患者和民众
的赞赏有加， 正如马红霞医生所
说“将病历写工整是相互尊重，与
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但愿这份
尊重与感动成为日后医患关系的
常态。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月12日讯 今日，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通过其官
方微信发布，《长沙湘江古镇
群总体规划》（以下称《规
划》） 完成终期成果审查，根
据《规划》，长沙湘江北段的
中国最具魅力古镇群将按时
序开发。

《规划》层次分为古镇群
总体规划和古镇镇区城市设
计两个层面。 前者在研究古
镇群在湘江航运时代与长沙
城的关系之后， 提出要深入
挖掘古镇群的历史文化内
涵。总体规划还提出，要合理
确定古镇群的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限制大规模开发建设、
避免采取传统城市化开发模
式，同时，完善古镇群住宿、
医疗、娱乐、康体、购物等服
务设施配套规划，以及电力、
电信等市政设施配套规划。
另外， 还将在古镇群内严格

限制私家车， 构建慢行交通网
络， 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各
类人群一日游、 多日游的交通
需求。 在古镇镇区城市设计层
面，《规划》 要求对六个古镇各
具特色的风貌元素进行提炼，
并就建筑容积率、建筑限高、建
筑色彩、 建筑风格等提出相应
的规划控制要求。《规划》 还就
古镇镇区的合理业态形式提出
鼓励原住民就地自主创业、鼓
励众创众筹模式。

在审查会认为本次《规划》
送审成果符合古镇群总体规划
设计要点的要求、 具有一定的
可操作性、 对湘江古镇群下一
层次的规划编制具有较强的指
导作用后，给予了原则通过。之
后， 设计单位将综合专家和职
能部门具体意见修改完善，提
交正式成果报送市政府批复。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唐梦远 通讯员 陈暄

湘江北段将现中国最具魅力古镇群
规划终期成果审查通过 鼓励原住民就地创业、鼓励众创众筹开发业态

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省纪
委召开派驻纪检组组长述职暨年
度考核测评会议。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傅奎出席并讲话。 省纪委
第一批新设7家派驻纪检组组长
口头述职， 其他32名派驻纪检组
组长和9名副厅级纪检员（副厅长
级）书面述职。省纪委、省监察厅、
省预防腐败局领导班子成员，省
委巡视组组长、副组长等120余人
参加。 会议对48名派驻纪检组省

管干部进行了考核测评。
会上， 傅奎对省纪委驻省委

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
省委统战部、省人大机关、省政府
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等新设7家派
驻纪检组的工作逐一进行点评。

傅奎强调， 湖南按照中央全
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紧随中央纪
委步伐， 实现对省一级党和国家
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 派驻纪检
组组长由省纪委组织实施年度考

核。 派驻纪检组要深入学习和贯
彻落实第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
会、 省第十一届纪委二次全会精
神， 立足驻在部门和综合监督单
位的特点，督促党组（党委）履行
好主体责任， 紧紧围绕监督执纪
问责， 将发现问题作为派驻监督
的生命线， 积极发挥好监督“探
头”、“尖兵”作用，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蒋洪亮 实习生 段懿丹

派驻纪检组组长向省纪委集中述职

湘江古镇群的规划范围为湘江两岸的铜官镇、 丁字湾
街道、书堂山街道、靖港镇、乔口镇、新康乡全域，总面积约
256.32平方公里， 研究范围为规划范围加上格塘镇、 东城
镇、桥驿镇三镇镇域范围，总面积约为444.25平方公里。规
划拟在长沙湘江北段以山水洲田、古镇乡村为基底，打造一
块融旅游度假、传统工艺、文化创意、休闲养生、现代农业等
功能于一体的特色化发展区域。 1月12日晚，长沙火车站，省民政厅副厅长陈慈英前来看望流浪人员。

傅聪 摄

本报1月12日讯 为了让流浪
乞讨人员在严冬不挨饿受冻， 省、
市民政部门今日来到长沙远大路
附近的多个地下通道和长沙火车
站，给他们送去御寒物资。

从12日晚9点半出发， 记者跟
随长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来到远
大一路与嘉雨路附近的一处地下
通道，几名流浪人员正窝在地上准
备入睡。工作人员挨个询问，并挨
个送上被子、棉鞋、棉袜和方便面。

据介绍，在今年3月前，长沙市救
助站工作人员每天将多批、分线前往
各个街头，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物资救
助，帮他们安全过冬。 ■记者 杨昱

民政部门寒夜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