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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智能医疗，重在培植基层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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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弄清“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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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了

恢复非机动车道，让路权更公平

点

击广东

3月1日， 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携手华为、 电信

共同打造的全国首家全场

景智能医院在广州落地建

设。 全场景智能医院，通过

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 建设可

生长、易演进、重体验、好

管理并可持续迭代更新的

医院智能体， 率先进入智

慧医院的“下一跳”（《信息

时报》3月2日）。

全场景智能医院，是

让智能融入医疗行为的

方方面面，力求使医院成

为一个智能整体。 分开来

看，该院的部分智能产品

和技术并非首次出现，比

如当前一些医院推出的

5G救护车， 相当于一个

“移动医院”，急救患者上

车即相当于入院，随车医

生可利用车内配置的5G

医疗设备即时为患者作

一系列的检查。 今年1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派出

车载移动CT支援河北，该

CT每天可体检筛查200至

300人次，但只需一个人现

场操作，然后将影像传回

医院总部进行诊断。

智能医疗不仅可以

大幅缓解看病难，而且还

会带来医疗模式大改变。

5G救护车上的5G设备可

以为患者完成头颅CT、心

电图、 超声等一系列检

查，数据实时回传，院内

多学科综合团队可同步

启动“云会诊”。 这样的救

护车开进基层，就相当于

一家医院的多学科团队

一起下了基层。 未来，5G

还会升级为6G、7G， 到那

时， 看病将变得更加便

捷、高质、高效。

问题在于， 当前，基

层智能医疗设备还比较

缺乏，为远程诊疗量身定

做的专用设备更是少之

又少，有些大型设备即使

当前适用，但未必适应智

能医疗时代。

此外，智能医疗要推

广到基层社区及农村地

区，人才建设是绕不过的

关键问题。 在智能医疗时

代，基层医疗人才既要会

唱主角， 更要会唱配角，

除了自己要懂得智能诊

疗，还必须将远程协作能

力当成突出本领。 比如，

当外地医生利用智能手

臂做远程手术时，现场医

生协助能力的强弱，对于

手术成败至关重要。 将

来，基层医生或许不必在

影像诊断方面有较强能

力，但一定要精准操控设

备，确保影像质量，这样

才能提高外地医生影像

诊断的准确性。

提升人才适应智能

医疗时代的能力，医学院

校或许有必要调整教学

计划，甚至应探讨开设新

的专业。 此外，当前医疗

智能设备无论品种还是

数量，都还很紧缺，且大

医院和基层存在不同的

需求，让不同的医疗机构

都能找到符合自身定位

的智能医疗设备，需要企

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也

需要政府部门为新设备

上市给予政策优惠。 社会

通力合作，以前瞻性眼光

和创新性思维，方能为智

能医疗的推广培植好厚

土。 ◎

罗志华 医生

据 《广州日报》报

道，全国人大代表、华南

师范大学教授林勇日前

表示，将在今年全国“两

会” 建议将幼儿园教育

全面纳入国家义务教育

范围，通过解决“刚需”

来缓解家庭教育抚养孩

子的后顾之忧。 林勇认

为，当前，学龄前儿童抚

养成本高昂， 这极大压

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

愿。

近年来， 学前儿童

“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比较突出。 特别是，学前

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

较为薄弱的环节， 存在

发展不均衡、 合格师资

缺乏、 管理体制不健全

等问题， 长期制约着我

国学前教育的健康发

展。 基于此，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幼有所育”

“办好学前教育”。 同时，

教育部曾表示， 加快推

进学前教育立法， 为依

法办园、 规范管理提供

保障。

基础教育由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

三方面组成，显然，学前

教育是基础的基础。 然

而， 由于学前教育没有

纳入义务教育的体系，

造成由地方财政投入的

公办幼儿园屈指可数，

资源奇缺， 许多家庭的

子女被推向私立幼儿

园， 高昂的收费令家长

不堪重负。 以至于，“入

园难”和“入园贵”，已成

为子女教育“第一难”。

因此， 学前教育也是目

前亟待加强的部分。

事实上， 这个问题

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重

视和政策呼应，在《教育

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要“加大政府投入，大力

发展公办幼儿园， 积极

扶持民办幼儿园”。 可以

说， 将学前教育纳入义

务教育的条件已经成

熟。 事实上，也只有将学

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

系， 才能促使地方政府

在重视学前教育方面不

打折，才能切实保障“幼

有所育”。 通俗来讲，当

公办园不再稀缺， 家长

们的选择权就能得到保

障， 学前教育的竞争与

发展态势就能充分被激

活， 孩子们便能共享教

育公平， 更加快乐地成

长。

◎

汪昌莲 公务员

全国两会召开在

即，住粤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已经开始认真

履职， 建言献策了。 其

中，

“全国人大代表 、广

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

朱列玉建议： 区分情节

严重程度， 调整酒驾入

刑标准”

（《新快报》3月1

日），就很受关注。 虽然

酒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但刑罚是最好的

治理手段。 酒驾案件数

量高， 并非刑罚威慑力

不够， 这其中还有执法

部门查处力度加大，以

及汽车保有量、 驾驶人

大幅上升等因素。 当然，

区分酒驾情节严重程

度，精准施罚，不失为一

个值得讨论的建议。

从

“深圳一车主酒后

为了

50

元将代驾司机赶

下车，无奈之下代驾司机

报了警”

（《深圳晚报》3月

1日）来看，很多人还存在

侥幸心理，对刑罚的后果

认识不足。 因此，对酒驾

行为，仍然要加大执法力

度，提高法律威慑力。

道路交通秩序整治

的力度也在加大，

“广州

开展

300

天道路交通秩

序大整治， 全市将逐步

恢复非机动车道 ”

（《信

息时报》3月2日）。 这是

一个可喜的趋势， 逐步

恢复非机动车道， 将路

权分配好，各行其道，是

以人为本的做法， 路权

也将更加公平。

“全国人大代表 、华

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建

议 减 免 多 孩 家 庭 纳 税

额， 补贴低收入家庭生

育 ”

（《信息时报》3月 2

日），也是以人为本的建

议。 往小处看，可减轻民

众经济负担，往大处看，

则有助于鼓励生育，缓

解老龄化困境。

降低医药费用，也

是为民众减负的重大举

措，

“广东启用新版医保

药品目录， 一大波抗癌

药降价 ”

（南方网 3月 2

日），相信会有更多患者

受益。 当然，医药费再便

宜也不要得病， 养成良

好生活习惯与健身习惯

就能减少疾病的产生。

此举既是为自己减负，

也是为社会减负。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推动

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

全覆盖，时间安排要与当地正

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切实解决

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 这意味

着解决放学“三点半难题”已

经列入教育主管部门重要议

事日程。

“三点半难题” 是困扰众

多家庭的一大问题。 一些地方

为了给学生减负，严格控制学

生在校集中教学时间， 小学、

初中、高中学生每天教学时间

分别不得超过6小时、7小时、8

小时，过去的五点半放学改到

了现在的四点半甚至三点半。

监督写作业的任务却抛给了

家长和社会。 学生减负不但没

实现，还导致“三点半难题”成

为百姓生活一个痛点。

大多数家长一方面有严

格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需要

下午接孩子放学，形成时间上

的矛盾。 如果让孩子上托管

班、补习班，浪费了大量时间

和金钱不说，还助推了违规补

课现象。 有研究显示，“三点半

难题”出现后，大部分学生的

课外作业负担加重，辅导班数

量也较之前增多，使家庭间的

竞争从双休日延伸到放学之

后，从校内延伸到校外，父母

和孩子的压力一同变大。

部分教师违规参与补课

班教学赚外快，课上刻意有所

保留， 专靠补习班输出“干

货”。 学生在校时间缩短，只能

去补习班补短，造成了义务教

育的畸形倾向。

解决“三点半难题”，首先

要考虑是为了谁的问题，教育

部门、学校及老师要从思想上

实现统一。 有学校认为，延长

放学时间，会增加老师在校工

作量和学生学业负担，但对学

生和社会而言，却解决了家长

们揪心的大事。 如果过去熬夜

才能完成的作业能够在学校

延长服务的时间内完成，才是

为家长和学生减了负。

国家近年来提升教师群

体各方面待遇，但一些中小学

教师之所以顶风违规参与校

外补课，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

校时间太短，形成赚外快的时

间窗口。 如今，相关部门不是

考虑应否提供课后服务的问

题了，而是怎么提供、提供什

么、怎么确保服务质量。 如果

学校能做到让学生在校完成

作业，那些给家长布置作业的

微信群也就不会因此那么活

跃了。

其次，有关部门和社会各

界也要为解决“三点半难题”

提供支撑。 比如，学校延长放

学时间，提供相关服务的教师

应该有相关待遇跟进———由

政府提供补贴的同时，再由家

长支持一部分。 同时，积极丰

富放学后的服务内容，让大多

数学生能在学校享受到普惠

式服务。

◎

张建（原载《新华每日电

讯》

3

月

2

日，本报有删节）

很多时候， 律师和医

生一样， 其业务取决于当

事人的“不幸”。 虽然作为

社会职业的一种， 律师要

凭本事吃饭， 不一定成为

慈善家，但还是要有善心。

很多时候，对律师而言，不

过是一件案子，一个业务，

但对于当事人而言， 却很

可能是一生的积蓄， 一世

的命运。 而且，越是处于社

会不利地位的阶层越可能

如此。 比如讨不到薪水的

农民工， 遭受工伤而求告

无门的打工人。 这种情况

下， 能否在保持专业水准

同时， 对不幸的当事人抱

有最低限度的同理心，不

去“榨干”他们的最后一个

铜板， 也是法律从业者需

要关注的一种社会责任。

———环 球 时 报 ： 《法

律从业者也应胸怀国之

大者》

有的人打着“还原历

史”“寻找真相”“重新评

价”等幌子，歪曲、否定历

史，诬蔑、诋毁英模人物。

从“质疑”黄继光，到制造

谣言丑化刘胡兰和“狼牙

山五壮士”， 一些人把否

定历史当时髦，以解构崇

高为能事， 将民族英雄、

革命先烈污名化。 这些人

数典忘祖， 肆意歪曲历

史、亵渎英雄先烈，影响

大众认知、 伤害公众情

感。 鉴于此，将英烈的名

誉纳入刑法保护范畴，大

幅提高对诸如仇某明等

侮辱、诽谤英烈名誉的违

法成本势在必行。

———中 国 纪 检 监 察

报 ： 《以国法护卫英烈之

名》

从根源上铲除“非法

社会组织”发起者的措施

之一，就是规范社会组织

的运作，让社会组织真正

成为社会服务组织，而非

具有权力性质的组织。 廓

清行政与市场的边缘地

带，对“非法社会组织”有

除根的作用。

———光明网 ：《“非法

社会组织 ”为什么取缔不

绝》

◎

木木 辑

近年，南沙区鹿颈村大力

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整条村都

靓咗好多———睇住焕然一新

嘅景致， 可能好多人未必知

道，其实呢度有深厚嘅人文传

统：早喺先秦年代，先民就已

经开始休养生息啦。

讲起遗址嘅发现，其实都

有一段古：话说，遗址本来无

人知道。 但村民去耕种，时不

时就会掘出一啲陶片； 后未，

当地挖鱼塘、采砂场同施工基

坑，又掘出大量陶片，逐渐就

变到一地都系。

当时有一个叫于小光嘅

番禺人，本身对文物考古好有

兴趣。 有一日，佢踩住单车经

过， 无意中发现成地陶片，仔

细一睇， 就意识到可能系文

物，于是立刻上报。

考古队员发掘嘅时候，最

轰动嘅事件就莫过于掘出咗

一个“人”了———话说当时，一

个帮手嘅村姑掘下掘下突然

间大叫：“哎呀！人头骨啊！ ”大

家就急忙冲过去睇啦。 只见土

层中， 灰灰哋露出一片额骨，

而下面似乎仲有好多嘢未掘

出来……不过呢个时候，村民

“信邪”就唔肯再郁手了。 最后

要考古队员亲自清理，先至令

呢具3000几年嘅骸骨完整呈

现。

如今，呢具“南沙人”嘅复

制品仲陈列咗喺广州博物馆

供市民参观。 如果大家有兴

趣，就不妨去感受下南粤先民

嘅“长相”啦。 ◎

梁倩薇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