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权威结论平息“公文大战”

近日，一名孕妇在北医三院经
抢救无效死亡，三份官方声明的接
连出现，让事件迅速在网上发酵。
先是死者单位中科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发函，请求医院给出一份真
实、完整的调查结论；紧接着，北医
三院回应事件经过，并指出死者家
属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中国
医师协会随后发布声明支持院方，
质疑中科院理化所发声明程序的
合理性。

就这样，一场医疗纠纷变成了
“比嗓门”，甚至连“披露”死者过往
就诊经历的小道消息，都开始在网

络上流传。引爆舆论的那封公函，
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对真
实、完整调查结论的诉求，还是触
及了问题的核心。对于医疗纠纷，
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加以解决，保
障患者一方的知情权，由权威机构
出具权威性的调查结论，都是不可
或缺的。

就在三份公文隔空大战之后，
死者丈夫曾发帖，要求院方澄清

“医闹”传闻，并要求公布“医闹”当
天医院的视频监控。应该说，只要公
布视频这一关键证据，是否发生过

“医闹”自然就有了公断。事实上，权
威性的死因报告，起到的也是类似监
控视频的作用，既是给死者家属以交
代，更是为责任判定提供有力依据。
现在医患双方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患
者死因，是像家属所言“严重渎职行
为所致”，还是如院方回应的死者所

患疾病“抢救率极低、死亡率极高”，
都需要权威解释。

中科院理化所以公函形式对
医院提出“给出调查结论”的要求，
程序上固然值得商榷，但诉求本身
并不过分。即便考虑到死者家属的
心情，这也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
责的医院应该做到的。更何况，考
虑到医患双方现实中的不对等地
位，尤其对于医学知识和医护过程
的掌握存在巨大差异，法律上也要
求医疗机构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
而从常理而言，之所以由死者单位
以发出公函的形式“出面”，很大的
可能就是家属以个人名义提出的
诉求并未得到院方的足够重视。

当然，具体是怎么回事，还是
得看最终的调查结果，既然几方都
声称要走法律途径，事件过程中也
有报警、出警的情况，相信法律会

给出公正的论断。仔细想来，如果
各方一开始都能像各自所说的那
样，完完全全按法律来，应该也不
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很多时候，
人们总说医患关系难处，说白了还
是双方互不信任，同时又缺少一个
双方都能信任的权威第三方。正是
由于这种权威性的缺失，医患发生
纠纷时就只能“短兵相接”了。

回头再看这场“公文大战”，无
非就是短兵相接的医患双方都找
到了“后援团”，问题没解决，场面
却更加混乱了，相比医院内的“武
斗”，只不过是方式更“文明”了一
点。或许更该思考的是，究竟该如
何在医患之间树立起能够赢得双
方信任的权威，如果说与医院关系
更为密切的卫生部门或地方医学
会无力扮演这样的角色，下一步又
该做怎样的改革？

很多时候，人们总说医患关系难处，说白了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同时又缺少一个双方都能信任的权

威第三方。正是由于这种权威性的缺失，医患发生纠纷时就只能“短兵相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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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脱实向虚”

应成监管重点

这些反思，不乏务实性。而依我
看，肖钢提到的发展资本市场要“遏
制过度投机，决不能‘脱实向虚’，更
不能‘自娱自乐’”，尤其是切中要害
之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
若股票价格与实体企业价值严重背
离，过度投机形成的泡沫必然会带
来恶果。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尽管整
个市场估值水平大幅回归，但“脱实
向虚”现象并未根除，大盘蓝筹股价
逐渐接近甚至低于内在价值，但市
场炒新炒小投机之风仍在。像去年
神创板有些个股股价短期暴涨至
500多元，但有的每股盈利只有几分
钱，其背后被广泛认为有公募基金
抱团操纵，但时至今日，查处这方面
市场操纵的消息还没有。

说到底，要切断资本市场“脱实
向虚”和股市异常波动的关联，需强
化监管针对性，加强市场基础制度
建设，完善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促使
上市公司将更多红利给投资者分
享，以形成资本市场良性发展循环。

（摘自《新京报》，作者熊锦秋）

证监会“学有所得”

自己给自己打分

肖钢对于股市的“异常波动”是
有反思的：充分反映了我国股市不
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
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
的监管制度等，也充分暴露了证监
会监管有漏洞、监管不适应、监管不
得力等问题，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
训，举一反三，学有所得……

这话搁10年、20年前也能通用，
搁今天却不是个味。股市都这样了，
证监会还在“学有所得”。股民数以
万亿计的投资化为泡沫，敢情只是
在给证监会交学费？哪一次试错不
是以股民的损失换取管理层的教
训？这时候，排在首位的“不成熟”反
而是交易者了，是摸不到具体人、触
不到责任者的交易制度、市场体系
和监管制度了。

不成熟的交易者一百年后还会
有，不完备的制度和不完善的监管
却还在年年讲、月月讲，由此可见，
真正不成熟的恰恰是证监会系统和
证券期货行业的专业性、责任性和
法治性。证监会的总结大会这么评
判自己的工作，其实是典型的裁判
给自己的一次打分。这个分，打得没
诚意，打得不专业，也不可能打出资
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2016来。（摘
自《钱江晚报》，作者刘雪松）

□陈伟

1月14日，是江苏泰州统考的
日子，而在泰兴济川中学，一名三
十六岁的吴姓女教师在监考中死
去，等到交卷结束才被人发现。令
人惊讶的是，已经读初中的学生
们，竟然能在目睹吴老师最后挣
扎呻吟中平静地做完题。突发性
疾病，往往有一个急救时间，有些
生命原本是可以挽回的。

一位考生家长得知女儿反馈
的信息，在朋友圈中不由地发出
了这样的慨叹：“中午放学回来，
女儿谈到监考老师死了！那表情，
那语气，没有一点点的怜惜……
孩子们学会了考试、交卷，却完全
没有了生活基本的常识！拼命地
看重分数，教出了一帮生活中的
小傻瓜！”这位家长的慨叹，不能
不说击中了中国教育问题的要
害。应试教育，将学生过早地训练
成了缺乏基本常识和生活技能的
做题机器。到最后，当教师需要学
生救命时，却发现学生正埋头做
题，为了多得几分，而全然忽略你
的存在。交卷时，看着你口吐白沫
挣扎，竟然无动于衷。我们不能奢
望每个学生都拥有丰富的生活常
识，但一个班，总得有那么几个机
敏、能干一些的学生吧。

想想我上学的那个年代，虽然
学校办学条件差，但学生的精神面
貌很好，他们的天真、野性、活力还
在。特别是成绩较差的同学，往往

越有人情味。他们在老师和同学心
目中是拖后腿的人，是差生，但他
们往往具有侠义精神。而且，和他
们交往，有一种摆脱书本课堂的感
觉，如同生活在一个没有学业、可
以尽情游玩的世界。那些成绩很好
的人，则做事小心，和他们交往很
费心思。为了名次的起落，大家暗
中较劲；为了不让别人超过自己，
把优质的参考资料藏起来，等等。

为何会是这样的情况，我现
在才明白，成绩差的同学有一个
优点，就是他们被应试教育摧残
的程度轻，成绩越差，往往天性保
存得越好。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抵
制了应试教育对人的规训，反而
能理解人情，理解生活。他们不去
为一分而争，不去为了当班干部
而令人不适地“积极表现”，他们
甚至不太在乎老师的批评、辱骂。
用老师的话来说，他们皮厚、憨。
但他们的生活，也往往更有几分
乐趣。他们的生存能力，无疑比那
些考高分的要强得多。他们的为
人，也往往更值得人们信赖。

回到这个监考老师死亡事件
上来，如果这个班里，多几个我上
学时身边那样的差生，这位老师
就有及时获救的希望。那样的差
生，考试东张西望，自然会第一时
间发现老师的异常；他们胆子大，
说话声音也大，定会第一时间站
起来呼救；他们会不顾考场纪律，
不在乎成绩，第一时间冲出去喊
隔壁老师帮忙，甚至有的同学还
会直接想办法，背老师去学校医
务室。他们保存着人在原始的状
况下，救助同伴的本能和冲动。

可惜的是，现在的中小学，还
容得下这样的野学生吗？应试教
育，让学生脱离了生活，让他们丧
失了“现实感”。一些地方学校，装
模作样地搞一些效法“陶行知”的
教改，然而，由于不敢对中高考这
样的指挥棒发起实质性的挑战，
不过是用过去的名号，掩盖应试
教育的残酷。不是说不要考试，而
是说不应将考高分当成教育的目
标。可是，看看我们的教育，中小
学生因学业压力太大写遗书跳楼
的事情，发生的还少吗？

应试教育并不能让每个人都
实现拿高分的目标，却成功地让
学生（不论成绩好坏）丧失了基本
的常识，用那位家长的话来说，变
成了“小傻瓜”。因为，常识来自于
生活，来自于与人的交往。而常识
和一个人的良知、公共责任，是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应试教育让人
没有时间来接触丰富的生活，害
了学生，最后也害了教师。

让小学生把核心价值观背得
滚瓜烂熟，和让学生多一点点对
生命的认知，多一点点生活常识，
哪个更重要？如今，一名监考老师
用生命给出了答案。可是我们的
教育部门，为何不能多关心一下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呢？他们的眼
睛只盯着领导满意不满意，只顾着
上线率录取率等政绩，只想着参加
各种创优评选，只顾着安排迎接领
导检查。这也难怪，因为他们的饭
碗不是教师和学生给的，相反，教
师和学生还要反过来求着他们才
有工作才有学上！（作者为中国人
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监考老师病发身亡，学生何以“无动于衷”

大家谈

□本报记者 张刚

前几天，一位省人大代表在
视察重点工程建设时，给正描绘
大片高楼拔地起的某政府领导泼
了冷水：一届政府有一届政府的
重点工程重点项目，蓝图描绘得
很不错，但建成后能不能达到预
想的效果，没有人来评估。蓝图变
烂尾层出不穷，却仍然是“来一个
新的，再来一个新的”。

代表如此直言，正是说明眼
下在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怪现象：
新概念层出不穷，建设仍在追高
求大，愿望是好的，但不一定能够
达到当初规划设计的效果。国内
一些城市这种情况普遍存在，省
城也不能免俗。一些项目建起来
后并没有真正发挥出亲民、近民
的作用，全民所享的效果自然也
谈不上，反倒是在追高求大的狂
欢中，把特色丢了。

我们姑且不说城市建设要保

持自己的特色，仅对追高求大这
一现象，能不能真正地评估一下
它的效果？一直以来，城市建设中
把高和大，作为一个城市的坐标
和对外展示的标志，甚至几个城
市为谁的游乐场摩天轮全国最高
而争得不可开交。可仔细想想，就
算全世界第一高，又有什么实际
意义呢？问题的核心在于，第一
高、第一大建成之初，应有效评估
如何能够保证它的正常运行，在
建设之前拿出可行性的评估报
告，而不是凭领导一时的冲动，顺
手一圈，说拆就拆，说建就建。试
问，有多少具有文化价值或历史
价值的建筑在一声令下后轰然倒
下，只留得人们一片叹息。

轮番上演的“来一个新的，再
来一个新的”，透露着无奈和苦
涩，见证着建成之日就是烂尾之
日的怪状，大家都知道无法避免
却无人对此负责。很多时候，政
府还为此当了冤大头，不停往里

贴钱以勉强保证豪华场馆的正常
运营。

要避免“新”悲剧重演，一是
在建设之前，必须进行科学的论
证，不能承办一次活动，就建一堆
标志性建筑，这样那样的世界性
的、国家级的盛会有的是，但是土
地和财政资源是有限的；二是对
已经建设起来的楼堂馆所，一定
要积极寻找社会化的运行方式，
摆脱政府掏钱建政府掏钱养的窘
境，让其焕发出应有的生机活力。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事实证
明高和大已不是大城市追求的终
极目标，某某标志区也未必是一
座城市赖以自豪的坐标，反倒是
那些亲民的、民众能够参与其中
的，而且能够保证自己经过市场
化、社会化运行检验的综合体，才
是健康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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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评论员观察

聚焦“城市病”系列谈之六

完善事前评估，避免“新”悲剧重演

1月16日，2016年全国证券期货
监管工作会议召开。针对2015年中
国股市经历的罕见异常波动，证监
会主席肖钢总结反思，承认监管有
漏洞、监管不适应、监管不得力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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