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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滴滴网约车平
台协助乘客寻找遗失物品的流程
与机制，6月11日， 滴滴出行公示
《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办法（试
行）》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
与建议。办法规定，乘客遗失物品
后无法自行领取，应与司机协商送
还方式、时间以及送还物品的合理
费用。（详见本报6月12日A04版）

《吕氏春秋》 曾经记载了这样
一个故事：子贡将沦落于他国做奴
隶的鲁国人赎回并不求回报，孔子
认为他不求回报的行为是不恰当
的；而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
为表感谢送他一头牛， 子路收下
了，孔子反而高兴地说：“鲁国人从

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子贡
赎人”与“子路受牛”，很多人会表
示不太理解，尤其是人们不明白为
什么做了好事不求回报的子贡反
而受到孔子的指责。其实这包含着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在经济学
中，有个术语叫做“激励理论”。激
励一般作用于人的内心活动，激
发、驱动和强化人的行为。拿子贡
赎人来说， 如果子贡成为社会楷
模，国家号召所有人均应以他为榜
样，赎人而不求回报，那么会有什
么样的结果？ 肯定呼应者寥寥，因
为没有相应的激励因素，便不会有
人产生行为上的积极性，而如果鼓
励大家向行善者或施助者进行一

定回报，那么善举和义行必定会相
应增多，无它，只是激励理论在起
作用而已。像子贡这样过分抬高道
德标准，一般人很难达到，反而会
使人们做善事的积极性被消解掉。
就像乘客遗失物品在车上，很多时
候是由于乘客自己的疏忽大意，与
司机根本没有关系，如果司机送回
了物品， 那么给予报酬自然应该，
而不能进行所谓的道德绑架，认为
司机就应该无偿物归原主。我们不
妨算一笔成本账： 时间、 沟通、保
管、运输，这些成本相加，司机无疑
会承受一定的损失， 如果无偿，那
他的损失由谁来弥补？同时，如果
对司机予以道德绑架，认为应该无

偿，那么更多的乘客会更难找回遗
失的物品，相反，花相应合理的费
用对司机送还失物表示奖励，实际
上是皆大欢喜， 双方都获益的事。
以往，出租车司机与乘客之间经常
会因为送还遗失物品的问题发生
各种纠纷，因为涉及到归责、保管
费用、油费等等，双方经常各执一
词，争执不下。所以此次滴滴发布
物品遗失管理、归还办法并将之细
化，无疑相当于提供了一个科学合
理的规则，同时也更为贴近、符合
人性。我国《物权法》等规定：拾得遗
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物权法同时
也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
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

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所以，
无论是从道义还是从法律层面来
说， 滴滴拟出台的这一规定都是站
得住脚的。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
中，也还需要逐步完善，如可考虑要
求司机发现乘客遗落物品后应及时
提醒等， 一来可将归还失物产生的
成本降到最低， 二来也可避免有的
司机故意隐瞒乘客遗物。

总而言之，滴滴的这一举措是
一个良好的开端，有助于促进网约
车行业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有效
减少司乘双方的纠纷， 更重要的
是，它摒弃了道德高调，激励了拾
金不昧的善举。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6月12日讯 当地时间6
月12日6时43分，长沙-内罗毕航
线首趟航班CZ6043经过10小时
43分飞行， 安全抵达内罗毕乔
莫·肯雅塔国际机场。这标志着湖
南首趟直飞非洲航班圆满完成。

在内罗毕机场， 伴随着肯尼
亚当地民族歌舞表演者的特色欢
迎舞蹈和歌声，肯尼亚交通与基础
设施部、旅游部、机场管理局和内

罗毕市政府、 内罗毕机场等当地
政府部门代表， 为首航航班
CZ6043举行了接机仪式。

肯尼亚机场管理局机场经
理阿贝尔介绍，目前内罗毕机场
旅客年吞吐量达750万人次，是
东非最忙碌、非洲第六大客流量
机场。长沙-内罗毕航线开通后，
有望极大提升中国中部地区与
非洲间的客流、货流。

执行首航航班的机长宋立
俭，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飞行
总队A330机队。 他向记者介绍，
此次首航由南航A330机队选派
了精英双机组执飞。

■记者 邓晶琎

本报6月12日讯今天上午，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赴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调研，随后主持召开
省医改领导小组会议。 他强调，
要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总要求， 加快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 着力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等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
促进健康湖南建设取得新成效。

副省长吴桂英、省政府秘书
长王群参加上述活动。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医改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听取了全
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保障

工作情况，研究推进下阶段深化
医改工作。

许达哲强调， 要坚持精准
施策，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等问题。积极创建国家医学
中心、区域医疗中心，推进“互联
网+医疗”建设，合理布局医疗资
源，大力推进健康扶贫，提升县
级医院综合能力，加快落实所有
县（市）二甲公立医院全覆盖、基
本消除村卫生室“空白村”等工
作， 加强乡村医疗卫生队伍建
设；继续推进分级诊疗，挤掉药
品、高值耗材价格虚高“水分”。

要坚持预防为主，努力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和水平。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完善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
效考核体系和人事薪酬制度，巩
固提升“破除以药补医” 改革成
果。要坚持狠抓落实，以钉钉子精
神完成各项医改任务。强化责任落
实， 对照医改任务拿出时间表，做
到问题挂账销号； 强化协调联动，
强化改革创新，搞准基础数据、形
成工作合力， 积极稳妥开展试点，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合理引导社会
预期。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通讯员 周花燕

鼓励“子路受牛”，方能增益善举

许达哲赴省卫健委调研并主持召开省医改领导小组会议

纵深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10小时43分钟，长沙飞抵内罗毕！
湖南首趟直飞非洲航班圆满完成

本报6月12日讯 今天下午，
第十八次全省民政会议在长沙
召开。会前，省委书记杜家毫，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会见了出
席会议的全省民政系统先进代
表，许达哲在会上讲话。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张
剑飞参加会见，副省长隋忠诚参
加会见并作工作报告。

会见中，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政府向受到表彰的代表表示
祝贺。他说，民政工作一头连着
人民，一头连着政府；民政部门
与群众联系最密切， 是最能体
现党的宗旨的政府组成部门之
一。长期以来，全省广大民政工
作者长期奋战在基层、 默默坚
守在福利机构等民政工作一
线，尽职尽责为党分忧、用心用
情为民解难， 工作看似平凡无
奇，但所做的都是人民群众最现
实、最迫切、最需要的事情，都是
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须臾不可缺少的工作，让
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 让社会更加充满友爱
向善的正能量。 湖南是一片红
色的土地， 有着为民爱民的优
良传统。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 全力
支持民政事业发展。 各级民政
部门和广大民政工作者要结合
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始终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自觉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入做好基本民生保障、 基层
社会治理、 基本社会服务等各
项工作， 为推动新时代民政事
业发展再立新功， 共同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许达哲在会上强调，民政工
作是为党分忧、为民解困的德政
善举。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民
政事业发展， 优化民政工作职
能， 深化民政领域放管服改革，
提高信息化水平。 要切实聚焦
“脱贫攻坚、 特殊群体、 群众关
切”，强化兜底保障，提升服务水
平， 办好群众牵肠挂肚的事情。
要更好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
层社会治理、 基本社会服务”职
责，织密民生保障网络，营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
建满足群众需求的社会服务体
系。 ■记者 贺佳 陈勇 冒蕞

第十八次全省民政会议在长沙召开 杜家毫许达哲会见全省民政系统先进代表

支持民政事业发展，全心全意为民服务

长沙-内罗毕航线首趟航班飞抵内罗毕机场后，机组人员等合影。

一批单位、个人获表彰

经省政府批准，省人社厅、
省民政厅决定，授予天心区政
府、醴陵市政府、雨湖区政府、
泸溪县政府等14个县市区“全
省民政工作先进县市区”称号；
授予浏阳市民政局、 长沙市第
二社会福利院、湘潭县社会福
利中心、津市市民政局等55个
单位“全省民政系统先进集
体”称号；授予长沙市生活无
着人员救助管理站干部罗佑
满、 攸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
股长刘金亮、湘潭市殡仪馆工
会主席申知等79名同志“全省
民政系统先进个人” 称号；授
予湖南省电力工程企业协会、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等140个社会组织“全省先进社
会组织”称号；授予湖南省李丽
心灵教育中心社会工作师万
强、 湖南省大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负责人潘泽泉等20名同志
“全省先进社会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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