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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进

汪健红，34 岁，宁波市妇儿
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医生，11月2日
猝死。11月4日清晨，近百名家住
市区的患者自发赶几十公里山路，
去汪医生的家乡——海曙区横街镇
的大山中，为他送行。一个喝山泉
水长大的农家孩子，一个数千名患
者在朋友圈无数次转发悼念微信的

“海曙好人”，何以这么年轻就成了
一 位 名 中 医（11 月 6 日《宁 波 日
报》）。

惋惜，患者惋惜，读者惋惜。
汪医生还那么年轻，正值事业蒸蒸
日 上 之 时 ， 生 命 就 定 格 在 了 34
岁。这怎能不令人痛惜万分！海曙
好人，不，宁波好人，汪医生一路
走好！

中医越老越吃香，被很多人认
为是一条“铁律”。但这条“铁

律”被汪医生打破了。究其原因，
最值得我们探究的是：年轻的汪健
红是如何成为名中医的？

出身中医世家，接受过正规的
中医学教育，这是他赖以成名的基
础，但真正让他成为一位名中医的
关键因素是，他热爱中医，以至于
到了痴迷的程度。正如他所说，

“我不把医生这个职业当养家糊口
的 工 作 ， 而 是 把 它 当 事 业 在 拼
搏。”他的“事业”是什么？他这
样概括：“我多学点、做点，患者
就可以少受些苦。”

人说医生的使命神圣，因为行
医旨在救死扶伤，减轻患者的痛
苦。话虽这么说，但真不把医生职
业当养家糊口的工作的人有多少
呢？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谁都
想谋得一只好饭碗，找到一个好单
位、好岗位，医生也不例外。汪健
红则不然。硕士毕业后，从海曙区

集士港中心卫生院干起，刻苦钻
研，一步一个脚印，从初出茅庐的
小伙子，到擅用“经方”辨治内
科、妇儿科疑难杂症，主持开展

“四缝穴”挑刺治疗小儿疳积症技
术、“三棱针放血疗法”治疗小儿
高热技术的“名医”，汪健红仅仅
用了7年多的时间。

热爱医生职业，必然热爱患
者。汪健红的妻子邓永丽说，丈夫微
信朋友圈里有 2603位患者联系人，
而且他跟每位患者有互动，这是什
么概念？患者咨询的病情总能得
到详细回复；24 小时开机接诊，
晚上 11 时还在家中给患者看病，
凌晨5时就有电话打来预约……邓
永丽说，丈夫热爱这个职业，疑难
杂症会让他好几天吃不好饭、睡
不好觉。11月2日，全家从国外旅
游回来，刚下飞机，汪健红的微信
一下子跳出 2500 多条未读信息。

哪怕就是等着拿行李的几分钟时间
里，他也不忘给患者回复。

更令人感动的是，汪医生就是
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回复患者的咨询时猝死的。就是
说，临终的一刻，他还在履行医生
的职责。这是什么样的精神？白求
恩精神。

爱医生职业，必然爱患者；这
个命题反过来也成立，爱患者，必
然爱医生职业。这促使他发奋钻
研，攻克一个个疑难杂症，终成一
位名中医。

现在汪医生已经离去，但其热
爱中医事业和患者的精神永在。由
一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迅速成长为
一位名中医，汪健红给广大医护工
作者的启迪弥足珍贵。今后，在传
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任务中，我们
太需要汪健红这样的医生，也太需
要他所拥有的精神。

汪健红凭啥打破中医越老越吃香的“铁律”

易其洋

恩格尔系数，是 19 世纪德国
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研
究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的规律：一
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
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
随着家庭收入增加，用来购买食物
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
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
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
大，随着国家富裕，这个比例呈下
降趋势。

上个月，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
示，我国消费升级步伐正在加快。
2016 年 我 国 居 民 恩 格 尔 系 数 为
30.1%，与联合国划分的 20%至 30%
的富足标准只差了0.1个百分点。

曾经，中国社会物质极度贫
乏，许多人连肚子也吃不饱，“吃
了吗”成了大家打招呼的常用语。
而人之所以为人，除了物质需求，
还有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怎么
让大家吃饱穿暖，有文化娱乐，曾
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无论是政
党执政，还是全民奋斗，最首要的
任务，应该是让大家不挨饿受冻、
能开心快乐。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
盾的判断，1956 年跟 1981 年的表

述基本相同，主要是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正说明要摆脱“冻馁
愁闷”，走向“富足欢快”，是国之
大事、民之要事。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1981年的人均GDP，我国是291美
元，美国是 13970美元，是我国的
48 倍；到 2016 年为止，我国人均
GDP 是 8120 美元，美国是 57610
美元，是我国的 7 倍。数据很直
观，中美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正
在不断弥合，36 年前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逐渐消解，如今变成了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种转变，很容易让人想到
“ 马 斯 洛 需 求 层 次 理 论 ”。 1943
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
类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
求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逐
级递升 （并非完全固定，亦有例
外）。通俗解释是，假如一个人同
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
常对食物的需求是最强烈的，其他
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个人是
这样，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也是这
样。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居民恩格

尔系数徘徊在50%上下，多数家庭
的开销大头集中在“吃”上。而现在，
恩格尔系数接近 30%，意味着人们
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吃”发愁。

“吃”上花的钱少了，恰恰说
明人们的钱袋子鼓了，物质更丰富
了，需求层次升级了，追求更加多
元了。例子举不胜举。前些年，别
说出国了，就是国内旅游，许多人
也是想也不敢想。现如今，每到节
假日，旅游景点无不人山人海；而
且，好多人出游不再只是“走过看
过”，对“旅游品质”的要求越来
越高。曾经，老百姓买啥东西都要
票证、都要排队。现在，商品供应
不仅不再短缺，有的甚至严重过
剩，而不少人跑到国外买奶粉、尿不
湿、电饭煲、马桶盖等，也是因为对
商品质量和安全的要求更高了……概而
言之，以往居民消费中“有没有”

“够不够”的矛盾，已经转为“好
不好”“爽不爽”的矛盾了，说中
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要加快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因为有了
这种变化。

现在，至少在城市里，上不起
学的孩子几乎没了，但家长的“教
育焦虑”日益浓厚，原因就在于，
矛盾已经由“上不上得起学”变成
了“上不上得了好学校”，大家对
均衡布局优质教育资源的要求更强
烈了。中国人多底子薄，许多人的
医疗保障一度空缺，现在基本实现
了“全覆盖”，报销比例也在不断
提高，“不敢看病”的矛盾渐渐消

除了，要求医保在不同领域、不同
群体间平权平利、跨省医保联网尽
快落地的呼声日趋强烈。为了吃得
上饭、发展得快，一些地方曾经杀
鸡取卵、竭泽而渔，河水变黑变
臭，土壤严重污染，雾霾成了常
客。现在，人们渴望的是喝到放心
水，呼吸到干净空气，吃到放心食
物。从“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
青山”，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
绿水青山”，再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社会主要矛盾在变，
发展理念也在变。

变化正说明，数十年发展，我
们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
全面小康，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已经成为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主要制约因素。按照马斯洛需求层
次理论，矛盾是个如影随形的东
西，不因为解决了一个阶段的矛
盾，矛盾就会因此消亡，而是会不
断因新的时期、新的阶段产生新的
矛盾。再进一步，我们就会跨入

“富足”行列，但恰如小平同志当
年所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
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了，新矛盾接踵而至且更加繁
复，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解决的。

恩格尔系数降低、需求层级升级
与主要矛盾转变

⑤

杨 柳

几张家长竞选学校家委会的
截图连日来刷爆朋友圈。常青藤
名校、知名企业“白骨精”、资
金过亿元的雄厚财力……一个个
笼罩在“竞选者”头上的光环让
旁观者自叹弗如。现象背后是部
分学校家委会功能出现异化，变
了味儿，走了样。

建立学校家委会的初衷是发
挥家长作用，促进家校合作，优
化育人环境。《教育部关于建立
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
意见》明确：家委会的基本职责
是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
作，沟通学校与家庭。其第二条
指出，发挥家长的资源优势，为
学生开展校外活动提供教育资源
和志愿服务。

然而，现实中，部分学校在
设立家委会时，过分强调发挥家

长资源优势，希望加以利用为学校
谋实惠，而忽略了家委会的全面功
能；同时，家长也希望借家委会为
自家孩子挣“印象分”，把家委会
片面地当成学校和老师的“传声
筒”“钻石临时工”，最终让家委会
功能走了样。

家长委员会竞选出现的“名利
秀”一幕表明，“发挥家长的资源
优势”往往公私难分，经常会牵扯
公职和公权力，这就很可能导致家
委会以公谋私的风险。有些学校对
此没有警醒，反而沉默鼓励。

要还变味儿的学校家委会本来
面目，就要保证家委会成员由全体
家长民主选举产生，具有较广泛代
表性，热心学校公益事业，有强烈
的责任心。

家庭教育为孩子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而学校教育系统传播知识，塑造其
人格。只有学校和家长少一些功利
心，多一份利“公”心，在教育互动中
各自扮演好角色，学校家委会才能
发挥好应有的作用，才能让孩子的
笑容更灿烂，让校园风气更纯净。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莫让学校家委会变了味儿

刘武俊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对一起校园欺凌案进行宣判。五名
犯罪时未满十八岁的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或有期徒刑十一
个月 （11月6日中华网）。

该新闻在网上引起广大网民的
点赞和支持。笔者认为，对校园欺
凌不能和稀泥式处理，未成年人实
施暴力伤害，同样不能逃避刑法的
制裁。这起审判具有鲜明的司法示
范意义，既是对校园欺凌现象的有
力司法回应，也是一堂生动的普法
课，对于学校、学生及家长具有警
示教育意义。

近年来，全国各地校园欺凌事
件频发，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
问题。欺凌者的行为具有长期性、
隐秘性、双方强弱关系不对等等特
征。根据 2017 年教育蓝皮书对北
京市的 12 所高中、初中和小学的
校园欺凌现象展开调查，46.2%的
北京中小学生有被故意冲撞的经
历，有 6.1%的学生几乎每天遭受
身体欺凌，有 11.6%的学生几乎每
天遭受语言欺凌。

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六周
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
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起
判决表明，未成年人实施暴力伤害，
同样不能逃避刑法的制裁。对未成
年人从轻处罚并不等于不处罚或者
免于处罚。以前发生的一些严重校
园欺凌案件，欺凌者往往因未成年

人身份被免于处罚甚至不处罚。从
某种意义上讲，对有严重校园欺凌
行为的未成年人不处罚，客观上有
姑息纵容之嫌，不利于遏制日趋严
重的校园欺凌态势，也不利于教育
挽救实施校园欺凌的未成年人。

治理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现
象，固然有学校的责任、教师的责
任，也有家长的责任。家长应配合
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法治教育，让孩
子知道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而不
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姑息迁就。
同时，也不能忽视司法机关的责
任。一旦校园欺凌触及法律底线，
司法机关就应及时介入，依法追究
欺凌者的法律责任，用法律武器保
护受欺凌学生的合法权益。司法机
关应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向全社
会普及这样的法律常识：未成年人
实施暴力伤害，同样不能逃避刑法
的制裁。同时，加强法制宣传，鼓
励家长、学生和学校积极运用法律
武器维护好学生权益。当然，对校
园欺凌现象需要全社会综合治理，
仅仅依靠法律手段是不够的，但没
有法律手段也是万万不能的。

11月4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
委员会公布了《关于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建议有关部门抓紧反校
园暴力法立法工作，待有关行政法
规和配套规定施行一段时间后再研
究制定法律。对广大学生来说，这
无疑是个好消息，意味着校园欺凌
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

校园欺凌者被判刑
具有司法示范意义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11月 6日《北京青年
报》报道：自 2015年 5月 1日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
例》 正式实施以来，“导盲犬
进地铁”有了保障。但11月3
日下午，盲人徐女士在地铁金
台夕照站准备乘车时，因为未
按规定给导盲犬佩戴防护用具
被工作人员阻拦，双方随后发
生争执。

点评：导盲犬是盲人的眼睛，允许导盲犬乘地铁，是社会对这
一特殊群体的关爱。一般来说，受过专业训练的导盲犬不会侵犯人
类，但地铁人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算“狗不咬”，难免

“人不怕”。按规矩给导盲犬佩戴护具，是它能够上车的前提，导盲
犬的主人应有这种意识，否则，一旦发生意外，那可真是“伤不
起”了。

@该留的留：不能有“我是弱势者我怕谁”的心理。
@广联达：带护具又不影响导盲犬视力，为什么不？

据 11月 6日《沈阳晚报》报
道：“阿姨/大爷，真抱歉有了玻璃
碴，您收拾的时候小心点。天凉
了，您注意保暖……”日前，网友

“沈阳工业大学校园资讯”在微博
中晒出了一张特殊的纸条，引来不
少网友的点赞。原来，有同学不小
心打碎热水瓶，怕保洁人员清洁时
割破手，于是特意在装垃圾的塑料
袋上贴了纸条。

点评：这条新闻让人顿生暖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的体
贴与爱心，也可以想象到保洁人员的辛苦。大学生为什么有这种担
心？盖因垃圾混装。假若严格实施垃圾分类，保洁人员就不会有被
玻璃碴伤手的担心了。可见垃圾分类不仅环保、节约资源，对保洁
人员也是一种保护。

@飘柔窝：这孩子不仅有孝心，还很细心。
@破铁：保洁人员看到纸条肯定感动坏了。

据 11 月 5 日 《华商报》
报道：9月27日，一女子因车
辆违停被西安市公安局高陵分
局交警大队的民警贴了罚单，
她在微博上发文：“是趁放假
捞一笔吗”。10月31日，她再
次在同一地方违停被贴罚单，
又发表了不当言论：“同一个
地方，同一个交警，xx。”11
月 1 日，交警高陵大队报案，
次日该女子被警方传唤，经批
评教育，涉事女子已认错。

点评：交警对违章车辆贴罚单，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为了警醒
违章驾驶员，目的是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作为驾驶人，
违章了，即使心里不爽，也应接受处罚，而不是在公共平台无端泄
愤。不然，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会“再犯错”。这是个教训。

@朵兰芙：搞得好像交警冤枉她了一样。
@风力发电：对这种误导性言论就是要动真格。

据 11月 6日《广州日报》报
道：上大学挂科也没多大关系？千
万别信这种话，小心“学业警告通
知书”寄给父母！近日，广州大学
松田学院通过EMS向200余位学生
家长寄送了“学业警告通知书”。
据了解，学业警示制度施行以来，
学生对学业更加重视，学院的“清
考率”也大幅下降。

点评：在国内，一些大学“严进宽出”，既导致学生质量不可
靠，也影响高等教育声誉，饱受社会诟病。“学业警告通知书”可
谓一剂良药，不仅体现了学校对学生成绩的重视，还传递了这样一
种理念：高等教育同样需要学校与家庭联手。

@大开口：这么做确实有利于提高学生成绩，让他们更重视
学习。

@钢套：对大学生，家长也不能当甩手掌柜。

据 11 月 6 日东方网报
道：近日，浦东某外国语小
学一年级某班的几位家长，
为了竞选家委会成员，纷纷
晒 出 “ 神 履 历 ”“ 神 学

历”……家委会仿佛是成了“拼爹会”。5 日晚，涉事校方表
示，不看家长的背景，不看学生成绩好坏，只要具备家委会人选
要求，获得多数家长拥护，愿意为大家服务，就可以成为家委会
成员。

龙生龙来凤生凤？
精英父母爱争锋。
想方设法抢资格，
另类炫耀成网红。

服务本应是初衷，
仅有资历哪堪用？
家校互动时时有，
警惕俗流入其中。

郑晓华 文 朱慧卿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