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产妇死亡”，警惕话题转移

备受关注的“北医三院产妇死
亡事件”又有新进展。北京市卫计委
表态称，反对一切形式的医闹；北医
三院方面则澄清死者亲属“索要
1400万元赔偿”是子虚乌有之事。与
此同时，有关死者过往生育、就医经
历的未经证实的消息，也被网友

“扒”了出来，传得沸沸扬扬，甚至俨
然已成议论的焦点。

眼见着公众的视线就这样被那
些“八卦”吸引走了，真正值得探讨
的话题反倒有被忽视的趋势。事件

至此，核心问题应该说还是那两个，
一是医院应不应该为产妇死亡承担
责任，二是产妇家属有没有过“医
闹”行为。综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
问题：遇到医疗纠纷，各方该如何处
理。如果能够在澄清真相的同时，通
过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探讨，让更多
的人清楚这里面的规则与程序，对
医患关系的改善也是有益处的。

然而，就像以往一些网络事件
一样，涉及相关者隐私且与事件核
心问题并无关系的信息，被不断扒
出，人们的视线又很容易被这些真
假难辨的消息所吸引。早在“公文大
战”被曝光不久，就有人发帖披露死
者及其丈夫几年前在北医三院就医
时的情况；紧接着死者此前的多次
怀孕经历也被扒出。而更让人不解

的是，有人还把注意力放在了死者
生前和丈夫承担过什么科研项目，
又拿到了多少科研经费上。

这些所谓的“真相披露”，很可
能涉嫌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不说，针
对事件的讨论也因此开始跑偏。当
过多的注意力被不辨真假的“八卦”
所吸引，当“医闹惯犯”、“生育机
器”、“科研蛀虫”等标签贴到了死者
和家属身上，很多人便开始挥舞起
了道德大棒，以主观的情感宣泄代
替了理性的讨论。很多人恐怕已经
忘了，这起事件真正的起因是医疗
纠纷，而最该弄清楚的法律程序、法
律责任问题，目前还没有找到答案。

现在人们普遍感觉医患关系紧
张，最突出的问题就体现在处理医
疗纠纷上，很多人并不知道该如何

依法维权，容易被情绪“绑架”；医院
在面对患者和家属时，也常常不知
所措。这次“产妇死亡事件”，本可以
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通过公
开的讨论，让更多的人明白遇到医
疗纠纷该如何依法处理，甚至可以
借此走出“大闹大解决”的恶性循
环。相反，那些扒隐私、贴标签的行
为，只能起到转移话题的效果。

的确，在不违反法律、不侵犯他
人权利的前提下，在网络上是可以畅
所欲言的，但针对公共话题的讨论这
么容易“跑偏”，仍是值得警惕的。其
实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缺少关注社会
的热情，所欠缺的恰恰是就事论事的
态度，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那些与事
件本无关系的信息上，让真正值得探
讨的问题落得“一地鸡毛”。

这次“产妇死亡事件”，本可以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通过公开的讨论，让更多的人明白遇到医

疗纠纷该如何依法处理。相反，那些扒隐私、贴标签的行为，只能起到转移话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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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补助金的摆拍

是荒唐的存证

贫困生来领补助，校方安排举
钱拍照，拍完留钱走人。湖北大悟县
镇金山中学“贫困生补助款成了拍
照道具”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

月18日，金山中学已将183名寄宿贫
困生的补助金发放到位，该校校长
被停职调查。（1月19日央广网）

根据家长们的叙述，类似情形
已非第一次发生。这中间所涉及的，
也许是最实际的“经济问题”，至少
也是流程操作违规。若不是拍照事
件太过荒唐，被媒体曝光，各方很可
能还关注不到其中内情。

无论那些照片本想要表达什
么，如今想必都是事与愿违。这所学
校的所作所为，注定会给公众留下
极为负面的观感。就补助金发放而
言，做到“应得尽得”才是当务之急。
罔顾这一根本初衷，反倒任性而为、
从中作梗，无非是将“助学”当成了
是可以夹带私心、借题发挥的契机。

即便校长被停职了，我们还是
有理由呼吁，相关规范还应该再严
些。这不仅意味着，财务查核、资金
审计要更严；也意味着，对于学校权
限、学生权益的界定要更严——— 补
助金的发放，理应是一个标准化的
过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只能
基于事先的约定，而绝不能任由“手
握资源者”一时兴起随意发挥。（摘
自光明网，作者然玉）

产假相差悬殊

得有合理解释

伴随“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
地，多地加快修订本地区计生条例。
目前，广东、湖北、天津、浙江、安徽、
广西等6省份新条例已出炉，值得注
意的是，各地条例中产假天数相差
很大。

对女同胞来说，恐怕都希望产
假时间能长一些。一者，有更多时间
去照顾孩子；二者，有更多时间让身
体恢复健康。不过，也要看到另一
面，如果产假过长有可能影响到用
人单位的利益，继而可能影响女性
就业方面的相关权利。

所以，产假无论长短都是一把
双刃剑，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平衡产
假长短的利弊，如何确定合理的产
假天数。然而，地方新条例究竟是如
何延长生育假以及陪产假的，决策
的前提与依据是什么，公众却不得
而知。这就令人有些不解，为什么不
同省份相差这么多?是否经过深入
调研?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按理说，每个地方在确定产假
天数之前，一方面要广泛倾听职场
女性的意见，另一方面要深入调查
用人单位的人力成本和想法，权衡
双方或多方意见后取一个合理值。
国家有关方面不妨就产假确定的原
则、程序甚至计算公式进行明确，以
指导地方合理确定产假天数。（摘自

《法制日报》，作者张海英）

□刘瑞明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凸
显的形势下，中央明确指出“要采
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
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
企业”。如何清理“僵尸企业”，尤
其这一行动是否会造成所谓的下
岗潮，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现在人们所指的“僵尸企
业”，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
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
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表面上看，
用“僵尸”来形容企业是个新提
法，但同样的问题在历史上早就
有了，只不过早期人们用“软预算
约束”的专业名词来形容它。

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科尔奈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指出，在
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
一旦面临破产倒闭的威胁，政府
就会对其加以救助，这就是著名
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是“僵尸
企业”的早期版本。这种现象之所
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国有企业承
担了一部分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
意志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解决部
分社会就业、医疗和养老等问题
的社会性负担，背负了双重负担
的国有企业背离了市场竞争的发
展规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面
积的效率低下和亏损现象。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当
中，一个企业的存亡取决于其是

否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优胜劣
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将迫使企业不
断创新以维持生存并获取利润。
而国有企业却因为承担了政策性
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可以依赖政
府补贴来救助，这种补贴以财政
亏损补贴、国有企业向银行借钱
形成的“坏账”、直接融资情况下
发生的“坏股”以及维持国企垄断
地位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本质
上都是以损失社会效率为代价向
国有企业提供的显性或隐性补
贴，造成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增
长拖累”。

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相应
的问题已经受到高度重视，但是

“僵尸企业”一直难以有效根除，
归根结底在于国企改革的不到
位。而这其中，又有几个主要的
障碍：第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
体制并未改变，国有企业作为政
府的衍生之手，尽管经过不断改
革其独立性逐渐加强，但是依然
负有执行政府意志的职责，承担
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难以成为
独立市场主体。尤其是，政府主
导体制下的政绩考核，使得行政
领导片面地追求“短平快”，造成
各类项目“一窝蜂地上”，短时间
内增加了GDP和政绩筹码，但是
也为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
埋下了隐患。

第二，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
构建的迟滞使得国有企业依然承
担了相当部分的社会性负担，例
如，在社会失业保障不健全的情
形下，国有企业往往要承担冗员

就业的责任，政府要对其改革必
然要顾虑到失业风险。第三，国有
企业的“准行政”运作体制没有改
变，国有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
改革不到位，导致国企高管扮演
的是“准官员”而不是企业家的职
能，其更多地注重“在职收益”，必
然偏好于规模的扩大，而非企业
长远发展。在“软预算约束”下，其
所承担的“双重负担”也增大了和
政府要价的砝码。

可以看到，在上述“障碍”不
能清除的情况下，要消除“僵尸企
业”困难重重。各个地方考虑到政
绩和失业风险等，在“去僵尸”的过
程中动力不足、顾虑重重。所以，如
果要顺利地“去僵尸”，需要重点从
如下方面着手：第一，大力改革政
府主导型体制和政绩考核体制，简
政放权，从根本上去除国企的政策
性负担；第二，重点加强一系列社
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为消化过剩产
能铺平道路；第三，彻底改革国有
企业，根据不同属性，通过引入社
会资本、民营化、加强公司治理改
革等方式，将之改造成适应市场竞
争的现代企业主体。

事实上，“僵尸企业”面临的
问题，一个是如何清理，另一个则
是如何预防。悲剧一再重演，是因
为尚未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在短期内，我们需要将重点放在

“去僵尸”方面，但是在长期，更应
该在“预防僵尸企业的出现”方面
有所作为，而这需要不断地推进
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作者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清理“僵尸企业”，先找准“障碍”

大家谈

□乔杉

3个人在树上修剪树枝，30多
个头戴安全帽的人在树下悠闲地
围观……近日，一幅修剪树枝的
照片流传在网上。浙江诸暨市园
林部门回复称，工作人员各司其
职。对此，作为园林单位的主管部
门，诸暨住建局回应，存在施工组
织不合理、消极怠工现象，且园林
管理局发言人的回复属于推责狡
辩，将对园林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进行问责处理。（1月19日新华网）

3人在树上修剪树枝，30多人
在树下围观，稍微有点常识和良
知的人，都会为此感到羞惭。想不
到有关部门竟然解释成“出于保
护来往行人车辆的安全考虑，工
作人员各司其职”。不怕有人胡说
八道，就怕没人说道。值得肯定的
是，主管部门既没有同流合污，也

没有官官相护，而是指出了推责
狡辩的实质，对相关负责人进行
了问责。

面对一起公共事件，舆论的
关注常常是希望剖析事件发生的
原因，从而避免丑陋风景的一再
发生。具体到“围观修树”，人们同
样在纳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
事情？从“修树围观”中到底看到
了什么？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得
到的答案自也不同。在我看来，最
值得一说的是“基层衙门化”。

“衙门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
词，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
机关部门，有着很浓的衙门气。其
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浮于事，
体现在一项工作中，往往是看的
人多说的人多，但干的人少。因
此，不少机关部门年年招人年年
喊无人可用。可怕的是，这种“衙
门化”具有渗透力，已经发展蔓延
到了基层。

拿“围观修树”来说，3个在树
上修剪树枝的，都是干活的人，一
般也是最底层的人，甚至他们只

是临时工。而在树下围观的人，有
的是领导，有的是正式工。一般理
解，这些人可能都不是什么“要
人”，即便有领导也是“小官”，但
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是如此，最
起码在一亩三分地上，他们处于
食物链的顶端，有围观的资格。

就现实来看，这种“基层衙门
化”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在一
些业务单位，本来是做事的一个
人，只要提拔了，很多时候也就告
别了具体事务。事不是他们干的，
可功劳都是他们的；一旦出了问
题，罪过却是别人的。所以，我们
常常看到，出了事的多是临时工。

从“3人修树30人围观”中看到
了衙门化的作风。相对于一些发
生在上级机关的衙门化，这种发
生在基层的衙门化同样甚至更为
值得关注。而解决“基层衙门化”
的难度，也丝毫不逊于在作风上

“打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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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观修树”中看到了基层“衙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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