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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评论

非常关注

关掉校内小卖部，满足学生需求要有后招
教育部近日发布 《学校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其中规定
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
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
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
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
食品。
从这条规定，可以感受到主管
部门对孩子们满满的关怀，担心孩
子们营养过剩、过度肥胖。以往似
乎也有类似规定，比如要求校园周
边若干距离内不得经营食品摊，这
主要是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出发，二
者相比较，从食品安全到兼顾营养
健康，相关禁令有所升级。
这个规定在网上引起了热烈讨
论，讨论的重点却并不是该不该禁
止校内小卖部，而是满怀深情地回

忆起自己上学时排队上小卖部买零
食的往事。这波回忆杀甚至还上了
微博热搜。只不过，从这些跟帖中
看到的各种零食，反倒印证了禁设
校内小卖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比
如，那时候很多孩子最爱的零食是
什么？只有辣味的辣条、五颜六色
的泡泡糖、根本没有肉的“唐僧
肉”，以及各种知名不知名品牌的薯
片……这些零食现在都可以归入垃
圾食品了，不仅没营养，还加入各
种莫名其妙的食品添加剂。
应该说，现阶段校内小卖部的
确存在诸多问题，除了贩卖垃圾食
品外，也容易造成学生间的攀比之
心，取消也是必要之举，而且，在
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家长和老
师至少保持了高度一致，大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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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只不过，教育部的规定能否让
孩子们就此告别垃圾食品，这恐怕
不是光靠一纸禁令就能解决的问
题。以往禁止在学校周边设立食品
摊，但只要有需求，学生多跑几步
也没问题啊。校内禁止设置小卖
部，学校或许能坚决落实，但对于
学生来讲，也许只是增加了购买的
时间成本而已。
所以，问题需要多往前想一
步，要管理好学校的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问题，除了禁止设置小卖
部，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比如，学
校食堂的饭菜能否更加健康美味，
菜谱能否经常更换，用料是不是该
更加讲究？学校饭菜不仅管饱而且
可口，是不是有利于改变小朋友买

零食的习惯？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说主管部
门和学校无所作为，但部分地区和
学校仍然不时被曝光出问题，说明
还有提升空间。另外，不同地区因
为经济条件、学校配套不均衡，对
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问题的认知和
措施也不一样。这也是在规定推行
时需要具体考虑到的问题。
因此，主管部门不能满足于出
台规定和要求落实，还应从全局以
及针对地区差异，为孩子们的食品
安全和营养健康制定一个全方位的
方案。在这方面，或可参考日本中
小学校的“供食制度”。一句话，关
掉校内小卖部可行，但在满足学生
需求方面要有后招。
魏英杰

图说天下

“医生感谢患者”
值得所有人深思

为给家庭拮据的患者省钱，医生顶着
压力用传统手术方式为患者切开动脉取栓
成功帮他保住了腿，却在患者前来送锦旗
致谢时，反而送给患者一封感谢信感谢其
信任。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血管外科张
远浩医生的这一举动，让八旬患者杜爹爹
感动不已。
患者向医生送锦旗致谢，是再平常不
过的一件事。并且，张远浩医生当之无
愧，因为他为患者选择了一个风险较大但
可以节省大量医疗费用的手术方案，让这
位高龄患者花较少的钱就治好了病。在患
者及家属看来，张远浩当然是一位值得称
道的好医生。
但医生反过来给患者写感谢信，就显
得有些少见和奇怪了。付出劳动的是医
生，受益的是患者，医生似乎不应该感谢
患者。但医生同行在看待张远浩的行为
时，就很容易理解张远浩当时的心情，不
会觉得医生反过来感谢患者有什么奇怪。
张远浩在给这位老人做手术时，是顶
着巨大的压力的。老人患有房颤，这是一
种较难控制的心脏病，本身容易导致血栓
形成，进而出现心脑血管栓塞。而张远浩
为他实施的是下肢动脉切开取栓术，这种
传统的手术也存在血栓脱落的风险，一旦
动脉血栓脱落，老人同样可能出现心脑血
管栓塞，进而危及生命。这两方面因素叠
加在一起，大幅增加了这次手术的风险。
假如张远浩为了自保，他完全可以选
择价格昂贵的手术方式，比如选择先进的
“杂交手术”等，这种手术具有创伤小、术
后恢复快、安全系数高等优点。选择这种
手术，不仅医生会感到轻松和安全，而且
医院还可以增加收入。但缺点是价格昂
贵，几万元的手术费，是这个贫困的家庭
难以承受的。
张远浩选择相对落后且价格便宜的传
统手术，一旦出现手术意外，他就很容易
遭受到来自患者及家属的责难。在这样的
背景下，医生是不大在意患者是否感激自
己的，只求不要出事即可，或者出事之
后，患者及家属能对医生的失误给予理解
和包容。
当患者向医生表达感激时，很多医生
习惯于很自然地回答一句——“只要患者
好就行了”。这句不经意说出的话，和张远
浩医生送出的感谢信一样，都透露出医生
们的一个共同心声，他们需要得到患者的
感激，但更需要得到患者的理解与包容。
诊疗充满了风险，假如连医生都不愿意为
患者冒险，就没有谁能挑得起这副担子，
最终受损的还是患者的利益。
时本

“好评返现
好评返现”
”涉嫌交易贿赂
“带图 80 字以上好评返现 5 元”，类似返现广
告在网购时并不少见。实际上，这已经不仅仅是
一种优惠政策，而是交易贿赂。日前发布的 《中
国电子商务诚信发展报告》 就明确建议“禁止电
子商务平台采取‘好评返现’及类似行为”。所
谓“好评返现”就是消费者在完成网购交易后给
予卖家好评，并将好评截图发给卖家，卖家随后

向消费者返还少量现金或购物优惠券，这种行为
广泛存在于电商平台及许多本地服务平台。
现在，无论是订酒店还是网购，大家都会根
据评价来选择商家，但有时候实际情况和评价相
去甚远。“好评返现”诱导消费者提供虚假评
价，不仅会形成不正当竞争，也会对其他消费者
造成误导。
新言

治理“小眼镜”
应上升为全民行动
“孩子视力不好，不仅
影响学习效果，影响孩子
们的职业发展，对社会的
负面影响也会越来越明
显。”“孩子的视力问题得
不到及时有效控制，未来
学习相关专业、从事相关
职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甚至会面临‘后继无人’
的 窘 境 。” …… 对 于 现 在
“小眼镜”越来越多现象，
不少专家都表示了担忧。
青少年的“恶视力”现
象是一个公众高度关注，但
却防不胜防的问题。去年 7
月，教育部发布的我国首份
《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
告》 显示，仅在四年级、八
年级学生中，视力不良检出
率 就 分 别 达 36.5% 和
65.3%，其中八年级学生重
度不良比例超过 30%。江苏
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
表示，他所在的学校，刚升
入高中的学生中近视率就高
达88%。
值得一提的是，“小眼
镜”现象还会严重威胁社
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
会 会 长 赵 堪 兴 预 估 ：“ 到
2020 年，中国 5 岁以上总人
口的近视率将突破 50%，这
将使航空航天、精密制
造、军事等领域面临巨大
的劳动力缺口。”基于青少
年视力整体下降的现实，
国防部也不断调整降低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
中 的 “ 视 力 要 求 ”， 甚 至
“连空军飞行员的视力标准
要 求 都 下 降 了 ”。 长 此 以
往，必然对保家卫国产生
影响。
由于学生视力不良问
题日益突出，好多专家提
出了相关建议。“没有一项
技术说就能把近视眼控制
住，但是我们需要多项技
术综合使用，多个部门一
起发力，近视眼才能得到
控制。”诚如北京同仁医院
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所
言，近视防控并没有什么
绝招或秘密可言，关键就
在于集体行动全民发力。
但在现实中，青少年的视
力往往是说起来重要，真
正保护起来，只是个别部

门和个别学校在勉力为之。
基于这样的现状，为
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
综合防控，教育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8 部门联
合印发了 《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意
见》，将之提升到国家战略
的 层 面 。《意 见》 提 出 到
2023 年，力争实现全国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
2018 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
发省份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
以上，并要求将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
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
政府绩效考核指标。
不少地方也进行了积
极探索。在我国近视人数
愈发呈现出“低龄化、重
度 化 ” 趋 势 之 时 ， 2018
年，一份来自武汉市 92 所
重点监测学校的监测数据
报告显示，学生标准化视
力 低 下 率 从 2014 年 的
50.83% 下 降 至 2017 年 的
45.45%——降了足足 5 个百
分点，小学阶段近视率更
是 分 别 下 降 0.21 个 百 分
点、2.45 个百分点、3.31 个
百分点，实现了“三连
降”。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
成效，“综合施策”是关键
所系：先是由政府主导，
健全组织与管理保障机
制，再构建起由分管领
导、校长、校医、班主
任、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
的视力健康管理服务体
系，最后还建立了数字化
动态管理系统。一套组合
拳打下来，获得了实实在
在的效果。武汉的经验，
或许值得借鉴。
随着不断攀升的近视
率，青少年的“恶视力”
现象已经成了影响千家万
户、国家关心的问题。“如
果说这个学校减了，那个
学校不减，我在学校减
了，在家里不减，就做不
到控制，所以全社会必须
一 起 来 行 动 。” 在 国 家 战
略、全民行动之下，防控
近视力量大集合，共同呵
护青少年的视觉健康，何
愁不能给孩子一双健康明
亮的眼睛。
胡欣红

不得不说

吸引学生学医，待遇和尊严一个不能少
一边是医荒，一边是医科学生流失
率和医生流失率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已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表示，
纵观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只有一流学生才能有机会进医
学院成为医生，可是在我国，出现了学
生不愿意学医的一股倾向，即使从医学
院毕业后，部分毕业生选择放弃医生职
业。如何让更多人特别是优秀年轻人才
愿意学医、从医，值得重视。
的确，相比一些最热门的专业而
言，医学专业确实有点“冷”。而早在
2016 年，来自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资
料显示，我国每年培养 60 万名医学生，

但真正穿上白大褂的只有约 10 万人。尽
管这个数字的精准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但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的数据显示，
学医人数的比例确实有所下降。
马云曾经说过，员工离职原因，无
外乎一是钱没给到位，二是心里受委屈
了。医院虽有别于一般的企业，具有公
益性质，但在市场化背景下，也具备企
业的属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人
才选择弃医，大致也逃不脱这两点原因。
可以这么说，在现实中，大部分医
生的付出与获得是严重不匹配的。首先
看看收入情况，根据 《中国医师执业状
况白皮书》 显示，2017 年，整体来看，
71.6%的医生工资水平低于 8000 元/月，

工资在 10000 元/月以上的医生占比仅为
13.1%，而 25 岁以下的从业者平均年收
入仅为 44505.33 元。虽然有些有名望的
资深医生，不仅到处被人请去讲学，连
一个挂号费都要上百元。他们的收入一
般是可以达到这个社会中比较高的水
平，但可以肯定的是，一般初出茅庐的
年轻医生收入是较普通的。
同时执业后强度偏高、压力大也是
常态。有数据显示，77%的医生表示曾
一周工作超过 50 小时，24.6%的医生工
作时长曾超过 80 小时。这种压力大、收
入又不见得特别高的工作，的确会让一
些人望而却步，从而放弃从医的追求。
不仅如此，还要面临严峻的医患关系，

有时候甚至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执业环境不佳应是当下一些优秀人才不
愿选择医生职业的重要原因。
所以，想要吸引优秀的学生学医或
留住优秀的医学人才，关键还是要提高
医务人员的待遇和从业环境，特别是从
业环境。此前，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8 年下半年重点
工作任务的通知》，允许医院突破工资调
控水平，允许医疗收入用于人员奖励，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下一步要做的就
是，多部门需要联手发力，改善医生执
业环境，及时、依法处置医患矛盾，让
医生不仅有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更有
职业的尊严。
张炳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