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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近日，北京王府井大街

上新设的高台式 “烟客”吸

烟区引发关注。经志愿者举

报，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对

该吸烟区进行了实地调查，

并于

6

日回应称，该吸烟区

明显违背《北京市控制吸烟

条例》 并涉嫌误导青少年，

应该取缔。 据悉，此吸烟区

是某公司为宣传“共享吸烟

室”理念而设立（《新京报》

1

月

7

日）。

上述吸烟区不仅位置

特殊———坐落于北京著名

的商业街、旅游地，而且相

当豪华———占地超过

70

平

方米，有咖啡色围挡 ，配备

木面椅凳， 还有绿植装饰，

远看像一个露天咖啡厅。所

以，这很容易成为一大“景

观”，从控烟角度来说，给人

感觉是变相的烟草广告，有

鼓励吸烟之嫌。

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

条例》， 室外吸烟区的划定

要远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

人必经的主要通道；要符合

消防安全要求。但该吸烟区

却处在人员密集的王府井

百货大楼门外，明显不符合

规定；同时 ，也不符合国家

健康发展战略。 所以，控烟

协会对该吸烟区的性质认

定，有理有据。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吸

烟区是某公司的投资项目，

该公司提出了 “共享吸烟

室”的理念，目前已在北京、

深圳、上海等地规划设立吸

烟室，并计划在国内大型城

市 的 重 点 交 通 枢 纽 建 设

2000

个“共享吸烟室”。 如

果这种打着 “共享”旗号的

吸烟室遍布全国重要公共

场合，后果堪忧。

首先 ，这种 “共享吸烟

室”有可能违规出现在不该

出现的地方。在北京王府井

大街出现就是一个例证，不

排除其他地方也会出现类

似情况。这既需要各地志愿

者睁大眼睛，也需要各地控

烟协会、政府部门保持高度

警惕。

其次，“共享吸烟室”幕

后的资本推手或许是烟草

企业。 从宣传资料来看，某

企业提出的 “共享吸烟室”

在全国布局，属于大手笔投

资，但这种“共享”尚未涉及

收费。 资本是逐利的，那么

这种室外吸烟区投资者来

自何方 、有何企图 ，值得深

挖。

其三，很可能对我国控

烟造成一定干扰。尽管北京

等大城市在控烟立法、执法

方面不断进步，但控烟形势

总体上仍然严峻。 我国有

3

亿多烟民，

7

亿多人受二手

烟危害。 如果这种“共享吸

烟室”建在人员密集的室外

公共场合，那么既会宣传烟

草，又会产生二手烟危害。

所以，必须严防这种吸

烟区打着 “共享 ”的旗号违

规上马。 对此，既要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又要严格查处

违规行为。 在法规层面，不

仅要细化室外吸烟区的建

设标准 ， 也要增加审批管

理 ， 还要完善日常监管机

制，把“共享吸烟室”关进法

治的笼子。

控烟是一项系统工程，

既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和

严格的执法， 还需要志愿

者、控烟协会、新闻媒体等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北京有

关各方此次积极应对“共享

吸烟室”是一种很好的实战

操练，但是还需要执法部门

高效介入。 总之，共享经济

应造福人类，而不是相反。

◎

张海英 教师

恶意举报行为对被诬

告者造成的伤害最直接。被

诬告者在得到澄清前难免

被人指指点点，纵使身正不

怕影子斜， 也难免不自在、

堵得慌。 如果放任恶意举

报、乱告诬告不管，更会对

政治生态造成重度污染，使

清者难以自清且心灰意冷，

令浊者浑水摸鱼并暗中得

意。告状信满天飞，“花上八

毛钱，折腾你一年”，必然会

对有担当、敢作为的干部造

成影响和干扰———除了工

作之外还要拿出大量精力

防备“暗箭”“冷枪”，久而久

之，冲劲十足的干部就会变

得畏首畏尾，凡事都不敢得

罪人，甚至转为“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 若干部有了这样的

心态，何谈深化改革？ 何谈

敢于斗争？ 何谈追梦圆梦？

因此，对恶意举报、乱告诬

告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否则

后患无穷。

———中国纪检监察报：

《让恶意举报者付出沉重代

价》

一个人，因被错判有罪

而服刑超过 25 年， 得到国

家赔偿 460 万元，其中精神

损害抚慰金 197 万元，这笔

钱，多吗？这个问题，相信任

何一个人，如果设身处地地

思考后， 都会回答说“不

多”。然而，如果作为一个纳

税人，想想集纳税人钱款而

成的国家公共财政，就是因

为个别司法者的不当行为

而铸成这种错案，而必须为

此支出这笔巨款， 那么，应

该说这个数目不是太小，而

是太大。

这就是说，纳税人不仅

要支付司法者正常司法的

成本费用，而且还要支付其

不当行为而造成的赔偿费

用。 后一笔费用，也正是国

家赔偿发生后，必须追究不

当司法者法律责任的法理

基础。

———光明网 ：《刑事错

案获赔精神抚慰金

197

万，

高吗》

◎

木木 辑

警惕“共享吸烟室”在全国布局

白

话广州

“潮流”杨巷

最近，旧日丝绸商人陈凤

笙嘅私宅 、 位于西关杨巷嘅

“ 拾翠”大宅又再登报。 点解呢

间大屋咁多人关注呢 ？ 有人

话，佢系一间可以“ 穿越”旧时

光嘅百年大屋。

其实计我话 ，唔单止“ 拾

翠” 大屋有好多精彩故事，佢

外边嗰条杨巷路，一样都有威

水史。 依家好多后生仔中意去

嘅“ 流行前线”，九十年前嘅杨

巷就系佢嘅“ 雏形”。 呢条街，

当年以销售外来商品为主，系

当时出名嘅“ 洋货一条街”。 但

凡有女士嚟行街，啲商家就会

派人出来招揽生意 。 类似皮

带、香水、丝袜等等嘅舶来品，

喺呢度都可以揾到。

后来，杨巷发展成为布匹

集散地，地位同依家嘅中大布

匹市场差唔多。 本地嘅云纱丝

绸，外来嘅英国绒化纤布都有

得卖。 由杨巷带动，多宝路、宝

华路、十六甫东四巷等等地方

出现咗好多裁缝铺，帮人度身

订造洋服同西装。 当年附近仲

出咗间叫做“ 李裕兴 ”嘅针织

厂，佢嘅内衣非常有名。 依家

嘅杨巷布匹生意式微，但同布

匹相关嘅服装类市场依然成

行成市，算得上系“ 一脉相承”

喇。

几十年前嘅杨巷咁“ 潮”，

所以从呢度到西堤嘅一整段

路系当时全广州最繁华嘅商

业街。 因为繁华，就连花市都

喺杨巷开档。 到咗年卅晚，芳

村、顺德嘅花农就会过来呢度

摆档卖花。 杨巷都有花市，呢

样大家又知唔知呢？

◎

李月婷 媒体人

市

民论坛

“杂交手术室”的

理念更值得推广

民

生视角

新

华时评

过去一段时间内 ，以

缓解有机磷农药中毒的

首选药氯解磷定、抗休克

的血管活性药去甲肾上

腺素等急救药为代表的

新一轮临床常用药品短

缺或涨价，牵动万千患者

的神经。

药品关系国民健康 ，

急救药更关乎人命，解决

急救药短缺问题刻不容

缓。 目前我国药品短缺已

非 “缺医少药 ”的普遍性

短缺，而是少数临床必需

的药品供给质量和效率

不高、供应保障政策不够

细化、相关环节衔接不够

顺畅导致的短缺。

作为一项重大民 生

工程，短缺药品供应保障

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发挥

作用 ，政府 、市场两只手

必须双到位。 当市场机制

失灵时，政府这只手需更

好发挥作用，保障药品尤

其是临床必需 “救命药 ”

的供应。

从近处着眼 ，需对紧

缺药品定点生产，建立药

品紧缺预警机制；还需对

药品价格暴涨追根溯源，

摸查原料药价格上涨的

原因，从源头保障急救药

的产业链条。 此外，需建

立急救药品价格的合理

制定、 动态监管机制 ，避

免招标价格“倒挂”导致生

产企业放弃市场，垄断性

生产经营加剧急救药缺

货断供。 市场监管部门要

严厉打击垄断涨价等各类

垄断行为，维护药品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 近日，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就查处

了一起扑尔敏原料药企

业垄断行为案件，湖南尔

康、河南九势两家涉案企

业被罚没款共计

1243.14

万元。

从长远来看， 短缺药

品供应离不开体制机制的

支撑和保障。 短缺药品供

应保障应发挥 “系统思

维”， 相关部门和各级政

府需通力合作 ， 共同发

力 ， 疏通药品研发注册 、

生产流通、 采购使用等各

个环节的 “梗阻 ”。 促进

医疗、 医保、 医药联动改

革， 深化医药行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推动医药产

业健康发展， 为全面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

生命面前，争分夺秒，

生死时速。政府“强有力的

手”就如“急救药”一样，需

在市场失灵的紧要关头发

挥作用， 才能保证患者在

急需时有药可用。

◎

肖思思 新华社记者

疏通“中梗阻” 力破“救命药”短缺

权健老板被抓了。 值

得广东人庆幸的是 ，“省

市场监管局通报称，权健

在广东不能开展直销经

营 ” （《信 息 时 报 》

1

月

7

日）。 根据通报 ， 权健于

2017

年

6

月获批在广东

设立分公司，但该公司在

省内申请的直销区域为

广州和佛山，因服务网点

尚未经过备案，该公司在

广东不能开展直销经营

业务。

政府部门把好关 ，保

健商品欺骗消费者的把

戏就玩不转。 保健品企业

骗人是为了钱，一些编造

谣言的人 ， 是为了什么

呢？ 你看，“南粤银行破产

了？ 湛江公安回应：谣言，

造谣者已抓”（大洋网

1

月

7

日）。 造谣者大概是为了

将自己塑造成“消息灵通

人士”，而将小道消息加工

成“独家消息”吧！生活中，

我偶尔会遇到这样的人 ，

喜欢胡吹乱侃，把自己弄

得像是跟各行各业消息

人士都有关系似的。 不同

的是，他们有自知之明，不

会把私下瞎吹的信息发到

网上。

还有一种造谣者， 是

为了推广自媒体 ， 比如，

“台山幼儿园老师骑打幼

童？ 警方回应： 造谣者已

被拘” （“侨警之声” 公

众号

1

月

7

日）。 造谣将

道听途说的信息， 加工成

“新闻报道” 通过自营的

公众号进行发布， 的确取

得了引人瞩目的效果， 但

也引来了警方的 “关注”。

可见 ， 无论是经营自媒

体 ， 还是为了吹嘘自己

“消息灵通”， 基本前提是

学法懂法。

没事还是多从正规媒

体上获取信息吧，这同样

能显示你“懂得多”。比如，

“中大南校区在新建食堂

工地发现多座东汉和明

清时期古墓”（《信息时报》

1

月

7

日），这样的信息很

特别，会引起历史爱好者

的深厚兴趣。

至于 “美团发布大数

据： 广州人比长沙人还爱

吃湘菜， 一市民去年叫外

卖花了

32

万元 ” （ 《羊

城晚报 》

1

月

7

日 ）， 数

据或许真实， 但结论还需

自行分析。 比如， 由于广

州人口多， 且外来人口占

比极高， 所谓 “广州人比

长沙人还爱吃湘菜 ”， 准

确表述应是 “广州消费者

点辣菜数量超过长沙消费

者”。 而 “一市民去年叫

外卖花了

32

万元 ” 的背

后， 很可能是以其名义叫

外卖及代叫外卖。 毕竟，

就算

365

天餐餐吃外卖 ，

平均一餐也得花两百多

元， 可能吗？

◎

胡也屏 媒体人

“广州人比长沙人还爱吃湘菜”不准确

点

击广东

部分肝外胆管结石需要分

步、分批、多次手术才能完成治

疗，既不经济，又加重了患者负

担，同时也需要进行至少两次

麻醉 ，两次手术 ，加大了患者

的风险。 日前，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五医院消化科黄建伟

团队会同普通外科专家，同时

在一个“杂交手术室”内完成了

内科

+

外科的几乎同步治疗 ，

一站式解决了肝外胆管结石

患者的结石痛苦

(

《南方都市

报》

1

月

7

日

)

。

通过外科腹腔镜技术将胆

囊切除后，再由消化内科医生

进行腹腔镜经胆总管探查术，

实现内外科同步治疗———这

种“杂交手术”模式，虽然在国

内已有先例，但在许多地方还

属于新鲜事物。 经过进一步完

善后，有必要早日推广开来。

单纯技术上的改进 ，对普

通民众来说，可能不太感兴趣，

也没多少特别之处。 但是，与

技术发展相比，此手术模式所

彰显的服务理念，更加显得难

能可贵，也更值得推广。

当前，医院的科室越分越

细。 起初只是按病种分科，后

来又普遍按单个疾病分科，到

现在，很多医院将同一种疾病

的不同类型也分开，单一症状

独立成为一个科室也是普遍

现象。 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将

科室分细，有利于医生集中精

力于一处，使理论研究更有深

度，诊疗也更为精准。

但分科太细也带来了一些

问题。 医生问诊过于专注一种

疾病，既容易一叶障目，又会给

诊疗带来麻烦。 比如， 很多患

者跑了内科跑外科，做了甲科

检查还得做乙科检查。 在治疗

方面，这种麻烦体现得更突出，

有的患者每天吃七八种药，如

何统筹 、怎么增减 ，缺乏统一

指导。 部分肝外胆管结石的治

疗，外科手术和内科介入，各做

各的，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很多医院已重视到这一现

象，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比如

推出了药师门诊，协调不同科

室的多种用药等。 但药师只能

进行事后调剂，他们对诊疗过

程仍然无力干预，患者做冤枉

检查或手术等现象仍然在所

难免。 会诊制度也是不同科室

进行技术交流的一个桥梁，但

多数会诊仍有主次之分，且多

数只涉及明确诊断和治疗方

案，很少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其实，问题的根源存在于

医疗服务理念的层面，诊疗“以

谁为中心”，决定着诊疗以什么

方式出现。 比如， 若诊疗以疾

病为中心 ， 就会尽量细分疾

病 ， 检查和治疗就会只见疾

病、不见患者。 如果以患者为

中心，才会时时处处替患者着

想，让设备等患者，让医生多跑

路，让科室之间无缝协调代替

患者在不同科室反复倒腾。 令

人欣慰的是，这种服务理念已

受到医疗系统的重视，一些医

院已探索建立了一条龙、一站

式的诊疗服务。

显然，“杂交手术室” 也是

这种服务理念下的尝试， 它不

仅可以节省医疗资源， 而且在

医疗安全与费用等方面， 对患

者十分有利。

◎

罗志华 医生

云山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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