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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视角

随着 “城市大脑·卫健

系统 ” 舒心就医建设的推

进，从

7

月

1

日起 ，杭州市

245

家公立医疗机构全部

提供“舒心就医”服务。该服

务的切入点主要放在减少

付费环节上，推出 “最多付

一次”服务，把原来的医生

诊间、自助机多次付费减少

到一次就诊就付一次费。患

者可以就诊结束后在院内

一次性自助付费，也可以回

家 通 过 手 机 支 付 医 药 费

(

《杭州日报》

7

月

11

日

)

。

看病过程中往往需要

多次付费，这给患者增添了

不少麻烦。比如，挂号，得付

一次费；做检查，得“先把钱

交了”；处方不划价付费，药

品就拿不到手。 等待医生，

或许只需排一次队，但看一

次病，付费三四次、排两三

次队是常事，不少时间就浪

费在付费过程当中， 有时，

付费比看病本身还要折腾

人。

近年来，看病付费的便

民措施推出了不少。 比如，

手机支付，让患者随时随地

都可以完成付费；开通诊间

付费，在医生的诊室里也可

完成付费 ；自助付费，收费

窗口排长队现象不再常见。

但这些措施只是让付费方

式更便捷，没有减少付费次

数。

看病 “最多付一次 ”

是一种极好的改进措施 。

此举除了能够最大限度地

减少患者的跑腿次数外 ，

也是医院信任患者、 不担

心患者赖账的善意表达 。

过去医院要患者多次付费，

有担心患者不及时付费 、

医院要付出追账成本等方

面的考量 。 要想对方相信

自己， 首先就得相信对方，

医院信任患者， 会得到患

者的诚信回报 ， 有利于筑

牢医患互信的基础。

显然，此举有必要扩大

推广范围 。 但难免有人担

心，杭州市这项举措，是“城

市大脑·卫健系统” 的组成

部分， 信息化建设是基础，

其他 “城市大脑”还不够完

善的地方，未必能够借鉴这

一做法。

其实，支撑这一做法的

主要基础不是信息系统，而

是信用管理。杭州市的患者

可以根据个人信用情况获

得门诊、急诊

500

—

5000

元

不等、住院

15000

元的信用

额度 ，在额度之内，可以在

离院前或离院后一次性支

付。 信用管理创新，才是看

病“最多付一次 ”得以顺利

实施的保障。

当前我国各种医保已

基本实现全覆盖，患者欠费

逃单不仅会变得更加困难，

而且费用由医保基金和个

人分担，大幅降低了欠费逃

单的必要性。 此外，信用体

系建立日益完善，医保患者

除了受其它失信惩戒措施

的约束外，医保本身也具有

很强的约束作用。这些有利

于普及看病 “最多付一次”

的条件 ， 其他地方同样具

备。

看病“最多付一次”，是

“最多跑一次” 在看病付费

方面的体现 ，也是“先诊疗

后付费”的进一步细化与落

实。 增强医患互信，改善就

医体验，正需要更多类似的

便民创新。

◎

罗志华 医生

随着我国推进改革开

放与教育国际化， 外国人

来华担任教师会逐渐增多。

对于外教， 不论是机构还

是学生 (家长) 都要更重视

其资质、 能力， 而不是只

看一个面孔。 纵容没有合

法资质、 滥竽充数的“外

教” 为非作歹， 会把孩子

置于危险之中。 而监管部

门必须加强监管， 外国人

来华就业， 要合法、 合规，

中国的就业岗位绝不能给

劣迹斑斑的外国人一席之

地。

———环球时报 ：《外教

的门槛要高些，再高些》

该案虽已终审完结，但

是闫爱民等当事人家属仍

然执着申诉，并对司法机关

认定的“鸟的数量”等细节

提出异议。 代理律师也认

为，本案的关键是鸟的数量

至今没有查清，闫啸天掏鸟

时， 有很多目击证人在现

场，但是法院至今没有调查

核实。

……“大学生掏鸟案”

发生 5 年多来，社会各界高

度关注，无形中已成为人们

观察法治建设的一个样本

案例。面对当事人家属的申

诉，司法机关必须继续秉持

公平公正又不失温度的原

则，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裁

定。

———中国青年报 ：《大

学生掏鸟案：法治建设的一

个样本》

一项制度的设立需要

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在已

有“复婚制度”“诉讼离婚冷

静期规定” 以预防盲目、非

理性离婚情况的前提之下，

再次通过立法设置 30 天甚

至更长的协议离婚冷静期，

尤应充分调研与考量、论

证。如果不得不设置协议离

婚冷静期制度，则应对其适

用条件进行限制，以避免出

现对难以调和、必须离婚的

群体“一刀切”所导致的离

婚协议非正常流产而徒增

诉累的现象。 同时，立法机

关可以在制定《民法典》的

过程中将上述司法解释中

的诉讼离婚冷静期予以吸

纳， 将其上升至法律层级，

从根本上明确该制度的效

力，借以完善现有的婚姻家

庭法律制度。

———光明日报 ：《延长

离婚冷静期还须慎重》

◎

木木 辑

看病“最多付一次”式创新不妨更多些

白

话广州

菊湖云影

古时候嘅广州，讲佢系水

城一啲都冇假。因为佢南面系

海（ 珠江） ，周边系有纵横交错

嘅河涌、溪流，除咗呢啲，点可

以少到湖呢样嘢。

喺北宋个羊城八景入边，

有一个景就叫做“ 菊湖云影”，

呢个湖就系当时广州城最大

嘅一个湖啦。 巴闭嘅系，佢仲

系一个人工湖。《 广东新语》就

好详细噉记载咗呢个湖嘅开

挖过程。 喺三国嗰时，当时嘅

吴国刺史陆胤了解到广州临

近大海，每到秋天啲海水就会

倒灌， 连珠江水就会有咸味，

根本就唔适合饮用同耕种。于

是陆胤就将白云山嘅山泉水

引到越秀山，其中一条支流喺

小北低洼地汇聚成为一个湖，

佢就系菊湖啦。据讲菊湖挖好

嗰时啱好系秋冬时节，湖周边

啲野菊长得好茂盛，所以就起

咗呢个名。

而菊湖嘅建设直到唐代

都仲未停过。唐代广州节度使

卢钧继续扩建，佢加筑咗三百

几米嘅堤坝，菊湖喺嗰嘅时候

最终形成，成个湖差嘅面积大

概有

4

平方公里。因为菊湖够

大， 时常见到天上白云嘅倒

影，久而久之就成咗一景。

可惜嘅系， 到咗南宋，由

于天气干旱，白云山嘅泉水逐

渐减少，唔够流入菊湖。 呢个

湖就慢慢噉干涸，好快就消失

咗啦。 而家，只有好少嘅地方

留住嗰时嘅痕迹，比如麓景路

附近的上塘村和下塘村，黄华

路嘅黄华塘，洪桥街道嘅湛家

园。

◎

阮栩 编辑

法

眼透视

滥用黑名单是对

信用建设的破坏

民

生视角

新

华时评

高空抛物被称为 “悬

在城市上空的痛”。 痰液、

剩饭、潲水及花盆、铁钳、

锅铲不时“从天而降”，不

仅威胁市民生命安全，还

污染生态环境、危害公共

秩序， 成为城市管理、社

区治理一大顽症。 各地援

引法律 、严肃惩戒 ，加装

监控 、威慑预防 ，但有关

事件有增无减。

西安某小区近日 还

成立了一支 “妈妈防空

队”， 对相关事件进行拍

照录像、留取证据等 。 据

报道，这支“防空队”已形

成一定震慑力。 这对我们

的基层组织和社区工作

是一个启示。

社区是城市治理 “最

后一公里 ”， 是党委和政

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

神经末梢。 社区人口越来

越多， 楼房越建越高 ，社

区治理水平也要更上一

层楼。 党中央高度重视社

区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

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强调，充分调动居民参与

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

力。 可以说，改革创新基

层治理方式，提高社区治

理能力，是根治高空抛物

等“城市病”的根本遵循。

妈妈们行动起来了 ，

基层党组织与社区机构都

要动起来。 城市管理和服

务力量要下沉，尽快把工

作重心转移到基层组织

建设上来，转移到社区公

共服务 、公共管理 、公共

安全工作上来，从基层干

起来， 从居民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抓起来，建设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

相助的社区，对高空抛物

等不良行为釜底抽薪。 基

层党组织要敢担当 、有作

为，督促业主委员会和物

业服务企业履行职责 ，依

法保护业主合法权益 ；推

进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 ，

发挥自治章程、居民公约

的积极作用， 弘扬公序良

俗； 充分运用网上社交平

台， 引导居民密切日常交

往、参与公共事务，引导居

民崇德向善； 把居民维护

公共利益的情况纳入社会

信用体系， 基层组织参与

社区治理的情况纳入绩效

评议……总之， 要通过法

治、德治、自治的有机融合

去根治陋习。

不是每个人都住在高

层， 但是每个人必然会从

地面走过。 当你从楼下走

过时， 不妨想想上楼之后

该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

则。

◎

王立彬 新华社记者

高空抛物的拷问：社区治理水平也要“上楼”

推动垃圾分类，需要

“软硬兼施”。 降了惩罚方

面的硬手段 ，像 “广州全

市小区

9

月前配齐分类

四色桶”（《信息时报》

7

月

11

日） 这样的软性引导，

更为重要。 分类设施的健

全， 本身极具导向作用。

很多居民有垃圾分类的

文明意识，但往往因为分

类设施与分类氛围的不

足，使得文明行为难以施

展。 如果垃圾分类的指引

与设施足够明确，再辅以

制度的刚性，相信垃圾分

类很快就会蔚然成风。

在垃圾分类成为全

社会焦点话题的背景下 ，

“广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举行立法听证，乱扔垃

圾等

7

类不文明行为将

纳入重点治理清单 ”（《信

息时报》

7

月

11

日），非常

值得关注。 垃圾不按要求

分类， 算不算乱扔垃圾？

是否有必要纳入重点治

理清单？ 有待进行一步讨

论。

显然， “汕头开往长

沙列车上一男子霸座被铁

警强制带离， 旅客纷纷点

赞 ” （澎湃新闻

7

月

11

日）， 彰显了社会对不文

明行为的厌恶态度。 铁警

该出手时果断出手， 无疑

也使得法律的威性得以彰

显。

同样，“广州警方打掉

多个买卖个人信息团伙刑

拘

53

名嫌疑人， 截获公

民 个 人 信 息 数 据

10G

”

（中国新闻网

7

月

11

日），

也彰显了法律的威慑力 ，

让人感到痛快。 在个人信

息非法买卖成为黑色产业

的背景下，几乎每个人的

都是透明的。我们的手机，

每天都会收到商业骚扰电

话与信息，而且对方基本

上都能准确知道你的姓

名、房产、孩子年龄等，个

中危害，不只是信息骚扰，

而且存在被诈骗的风险 。

因此， 打击个人信息非法

买卖行为， 必须加大力度

与密度。

说起来，“惠州两匹马

深夜‘私奔’上高速，警察

追了大半夜”（南方网

7

月

11

日）， 也彰显了警察的

敬业精神。 马匹深夜上高

速，非常危险，一旦被汽车

撞上， 就会产生严重的交

通事故。对此，在表扬警察

的同时， 也应当对马匹的

“监护人” 予以谴责与惩

罚。

◎

胡也屏 媒体人

痛快！ 买卖个人信息团伙被刑拘

点

击广东

今年

5

月， 因用课本拍打

逃课学生， 山东日照五莲二中

班主任杨某被学校停职一个

月、 取消评优， 师德考核不及

格；近两个月后，五莲县教体局

下发文件，对该教师追加处罚，

要求学校新学期不再聘用该教

师，并将其纳入信用“黑名单”。

7

月

10

日，五莲县教体局一名

工作人员证实该消息为实 （澎

湃新闻

7

月

11

日）。

教师对学生滥施惩戒乃至

体罚，当然是不合法的，应承担

相应责任。但需要强调的是，当

地教育部门将涉事教师纳入信

用“黑名单”的做法并无法律依

据，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信用惩

戒的滥用，理当纠正。

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宜武断

地限制公民权利， 确有必要的

话，也应经过充分论证后出台相

应的具有法律法规效力的文件。

此乃限制权力滥用，避免权利遭

遇肆意侵犯的必要举措。

目前， 我国的信用 “黑名

单”体系主要有三种：一是人民

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建立的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体系 ；

二是金融机构依照 《征信业管

理条例》 将欠债人列入 “黑名

单”；三是国家发改委牵头建立

的铁路、民航“黑名单”系统，与

国家旅游局设立的游客不文明

行为记录系统。

这些 “黑名单 ”体系 ，均是

由司法、 执法机关等依据法律

法规或部门规章所构建的。 这

些机关拥有调处解决纠纷 、惩

戒违法行为的职能。 更关键的

是，这些信用“黑名单”，均有着

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的赋权或

依据。

由此观之， 山东日照的这

起事件中，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所说的“黑名单”具有很强的随

意性， 极有可能是自行创设的

“黑名单”， 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明显欠缺。

要知道，列入 “黑名单 ”相

当于对公民的人格和名誉作出

贬损及否定评价。 而且这种否

定评价将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影

响到公民的信贷、就业、出行等

权利。 信用“黑名单”的影响比

行政处罚中的警告更大， 甚至

超过了罚款的威慑度。 举轻以

明重， 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人

作出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时，

都应有法可依并遵循一定程

序。 一个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凭

什么随意将公民纳入信用 “黑

名单”？

信用管理， 是现代社会的

应有之义， 但信用评价关乎公

民的名誉及其它权利， 应谨慎

而为。 绝不能欠缺公共基础和

法律授权， 将信用体系当作什

么都能装的筐。否则，不仅信用

体系难以承受， 很多犯下小错

的人也将背负巨大污点， 导致

工作与生活陷入困境。 这样的

话，就不是推进信用建设，而是

拖信用建设的后腿。 上级有关

部门应当对五莲县教体局的做

法予以纠正，甚至进行问责。长

远来看， 鉴于一些地方部门存

在滥用信用“黑名单 ”的现象 ，

国家有关方面必须将信用评价

的权力之手关入法律笼子 ，避

免公民稍有不慎便进了 “黑名

单”。

◎

史洪举 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