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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关天，航空安全不容儿
戏！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然
而，东海航空一架航班上近日竟然
上演了一幕机长与乘务长互殴事
件，着实令人震惊。

事件曝光后，两名涉事人员已
被暂时停飞。管理方回应，对任何
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都将依法严
厉惩处。这样的表态还算及时，但
是，公众的期待不止于此。

航空安全建立在一系列行为规
范之上，从登机前的安检到登机后
的安全警示，一系列措施保障着飞
行安全。然而实物的危险品容易排
除，个别人的潜在危险行为却很难
预料。

不需要专业知识，普通人都知
道，航班飞行中，机舱里发生打架
斗殴事件非常危险，绝对不能容
忍。肩负飞行安全主要责任的机长
与乘务长竟在航班上互相殴打、上

演“大闹天宫”，这真是让人感到
既惊心动魄，又荒唐至极，其应有
的责任心、职业素养哪里去了？

“墨菲定律”告诫我们，防范
事故，必须从大量的事故征兆、苗
头、隐患入手。此次事件的可怕之
处在于，“护航员”变成了航空安
全的大隐患。不止斗殴，近年来飞
行途中的这种“不定时炸弹”时隐
时现。比如，机长带妻子进驾驶
舱、个别旅客胡作非为不服管理
等。确保航空安全，不容丝毫懈
怠。

此事件也折射出相关部门对从
业人员的教育和监管还有缺失。有
资深飞行员说：“航空安全不是一
本书或是一个软件那么简单，它是
一种文化，每一名从业者都应成为
其中的一分子。”看看泰坦尼克号
上的老船长吧，把乘客的安全放在
首位。机组人员必须牢固树立飞行
安全意识，对任何妨碍飞行安全的
违规行为必须“零容忍”。

坚决清除“不定时炸弹”，杜
绝机组人员的一切不安全行为，让
每名机组人员时刻抱持对飞行安全
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旅客才能
有安全感。

人命关天，
航空安全不容儿戏

镇海区 BGJ03-04-K 地块已列入 2021 年度土地出让
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
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
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相关设施。请相
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镇海区人民
政府庄市街道办事处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
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
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赵榕、戎剑杰
联系电话：55886191、86273959
联系地址：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镇清泉路 170 号

宁波市镇海区城市土地储备中心
2021年3月11日

镇海区BGJ03-04-K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镇海区 ZH03-02-22-01 地块已列入 2021 年度土地

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让前对上述地
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
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相关设施。
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镇海区
人民政府蛟川街道办事处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
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
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王恬、戎剑杰
联系电话：86306814、86273959
联系地址：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宁东路 818 号

宁波市镇海区城市土地储备中心
2021年3月11日

镇海区ZH03-02-22-01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关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高新区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核准，同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高新区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

所，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高新区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8330206002
机构住所：宁波高新区腊梅路515号6-2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6年5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2月22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14

机构负责人：葛帆风
联系电话：0574-87592948
客户服务电话：95511
邮政编码：31550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

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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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全国两会上，“教育”几乎年
年是热点话题。今年，代表委员们
热议：治来治去的作业问题如何根
治？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镇海中
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认为，解决这个
问题的核心是“提质增效”。她认
为，轻视校内学习，重视校外培
训，不可取，要大力度整顿校外培
训机构，课上“增效”，课下减少

“低效”。
家长和孩子们苦校外培训久

矣！在上个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讲到

“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
时说，“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问
题”“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
作为”。校外培训本无原罪，但已
然“变味”的课外培训，其危害可
谓不小。

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学校的
教学安排，依据的是循序渐进的教
育规律，而校外培训追求的是“提
前 教 学 ”“ 超 纲 教 育 ”“ 强 化 应
试”，实质是拔苗助长。这不但违
背教育规律，也必然给学校的教学
安排带来极大困扰。有些公办学校
的优秀教师辞职后开培训班，收入
能翻好几个跟头。有媒体报道，每
学期开学前都有好老师辞职，成了

一些校长头疼不已的事。
让学生和家长苦不堪言。校外

培训，师资鱼龙混杂，质量良莠不
齐，学生考得好都是培训班老师教
得好，学生学不好，花钱再多，也
没培训班啥责任。至于培训班收
费，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一
小时一两百元算便宜的，贵的要七
八百元甚至上千元，家长一年花个
四五万元算少的。学生出了学校就
进培训班，做完学校作业再做培训
班作业，不苦才怪；家长也被卷入
其中，东一趟西一趟接送孩子，工
作只能紧赶慢赶。义务教育免费
了，校外培训“风起云涌”，家长
们的负担不但没减轻，反而越来越
重。

加剧教育不公平。校外培训，
家长花钱越多，越能找到“厉害老
师”，让孩子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
就越多，考出高分的几率就越大。
这样一来，那些花不起大价钱、信
息渠道少或者不愿“随大流”的孩
子，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
过早地被边缘化或淘汰出局。这必
定造就“富的更富、穷的更穷”的
两极分化，加剧社会不公。

放大教育焦虑。一些校外培
训机构借机炒作，大肆宣扬“别
让你的孩子还没起步就输了”“你
来，我们培训你孩子；你不来，

我们培训你孩子的竞争对手”，放
大竞争焦虑，加剧“剧场效应”，
使得“过度教育”愈演愈烈，搞
得家长“人人自危”。被不断放大
的焦虑情绪和“攀比心理”所笼
罩，许多本来不想“随波逐流”
的 家 长 徒 叹 无 奈 ， 不 得 不 加 入

“补习队”。
破坏教育生态。可以说，现

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出现了校外
培训和学校教育“两个学校”并存
的现象，造就了不同的教育理念和
教育生态。以逐利和应试而非“教
书育人”为目的的校外培训，对教
育生态、教育理念造成的冲击和破
坏越来越大。更可怕的是，它已然
成了一种“教育文化”且在不断固
化，让家长和孩子们身陷其中，苦
不堪言而又无法挣脱。

有人把校外培训火爆，归因为
前几年的“校内减负”，是需求催
生的市场，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校内减负”，也是因为作业太多，
孩子们学得太苦。这同样是结果，
而不是造成校外培训红火的原因。
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当然要“大力
度”。对此，像张咏梅一样，好多
专家开出了药方。大家说得都有道
理，但“教育问题”显然不是一味
药就能治好的病症。

家长们为啥不惧千辛万苦，要

让孩子参加培训？当然是为了在小
升初、中考、高考中考出好成绩，
以后上个好大学，为将来找份好工
作打基础，这是在尽父母之责。整
治校外培训机构，板子不能老打在
家长身上，他们既是问题的制造
者，也是被逼无奈的受害者。

像陈宝生部长和张咏梅书记说
的那样，大力整顿校外培训机构，
要“切实解决好学校内、课堂内教
不到位的问题”。只要真是“下大
力气”，校内增效、校外减负，必
然会有效果。但是，如果优质教
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唯分数论”
的教育评价、人才评价体系未见
实质性变革，这恐怕也是治标不
治本，终究难以持续。甚至，校
外 培 训 造 成 的 家 长 们 “ 彼 此 绑
架”，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惯性一
旦“反弹”，造成的危害会更大。
总之，学生厌学、家长焦虑、学
校无奈的教育“内卷”（一种消耗
精力的死循环） 问题，真到了系
统化而不是扬汤止沸式整治的时候
了。

整顿校外培训机构需要系统化治理

张贵峰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赵皖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近
年来的全国两会上，已有多位代表
委 员 提 出 要 制 定 《反 虐 待 动 物
法》，他建议在此之前应结合中国
实际，尽快把虐待动物的行为纳入

《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能让虐待动
物的行为只是公德问题 （3 月 10 日
澎湃新闻）。

代表委员呼吁为反虐待动物立
法，原本已不是新闻。只是，相比
往年，今年的建议呼吁更加详尽，
也更加迫切。这显然有着同样急迫
的现实依据。诚如赵皖平代表指出
的，“现在虐待动物的行为越来越
多，而且五花八门，甚至发展成为
一条黑色的产业链”，“拖行致死、
轮摔、割喉、剪舌、活剥……这些
虐待动物的手段恶劣，不断挑战着
民众的心理底线，对社会造成的不
良影响已经到了必须由相关法律规
制的地步”。

反对各种虐待动物行为，并为
之立法，不止是因为许多心理情感，
如喜怒哀乐、乐生畏死等并非人类
所独有，也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动物
尤其是那些高等动物身上；更重要
的还因为，以一种更人道而不是残

忍暴虐的方式对待动物，也是不断
完善提升人类自身心性、文明程度
的一种内在需要和必然要求。赵皖
平代表强调，“虐待动物的行为对精
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是一
个巨大的冲击”，而此前农业农村部
也曾表示，“反对虐待动物，保护动
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君子之于
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
其声，不忍食其肉”，作为万物灵
长的人类，对各种残忍虐待动物行
为，如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甚
至觉得理所当然，而不能抱有恻隐
之心，那势必不利于“人之为人”
文明心性的涵养。

也就是说，善待而不是虐待动
物，所善待保护的不只是动物本身
的福利，其实也是对人类自身内在
心性素养、恻隐之心的一种遵行和
救赎。这正像赵皖平指出的，“在
公开场合虐待虐杀行为向不特定人
传递暴力信息会严重损害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成为家庭暴力、校园欺
凌、暴力犯罪等危害社会行为的主
要诱因”。为反虐待动物立法，不
仅应以保护动物福利的名义，更应
以救赎人类自身心性的名义，尽快
为之。

以救赎人类心性的名义，
加快反虐待动物立法

苑广阔

近日，宣称从曾祖父开始，一
家几代专门治疗一体多病、腰突
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张文荣，
与其他 40 多名“神医”一起，被
网友将他们的视频剪成合集，戏称
为“神医宇宙”，引发热议。3月 9
日，张文荣坐诊的北京鹤年堂中医
医院发布声明，称张文荣所有的宣
传广告信息与医院无关，并免去了
张文荣荣誉院长的职务 （3 月 9 日
澎湃新闻）。

这一次，以张文荣为代表的
“神医”们之所以会集体“翻车”，
很大程度上缘于网友们的热情围
观，才最终引起了更多网友的警

觉，并且这种关注开始蔓延到线
下，所以才有了北京鹤年堂中医医
院发布声明，免去了张文荣荣誉院
长的职务。而具讽刺意味的是，就
在 3年前，鹤年堂中医医院同样围
绕张文荣发过一份声明，那份声明
的内容是有人冒充医院和张文荣，
在网络上做广告、卖药，侵犯了他
们的合法权益。结果 3年后，这家
医院却因为张文荣真的在网络上做
虚假广告、大肆卖药，而和其撇清
关系。

这次“神医”们的集体“翻
车”，同样缘于他们的没有底线。
这 40 多名“神医”，换一身行头，
就换一个身份，在这个平台是一家
几代人专门治疗心脏病的专家，而

到了另外一个平台，就成了一家几
代专门治疗肠胃病的专家，到了最
后，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抛出为了
解救苍生，造福百姓，不惜违背祖
训，把独家秘方贡献出来的戏码。
当几十名“神医”是一样的套路，
甚至连台词也相差无几，那么“翻
车”也就成了早晚的事情。

“神医宇宙”的坍塌，像是个
笑话，却不能只当笑话看。实际
上，你对他们的虚假宣传嗤之以
鼻，只不过因为你不是他们的目标
消费群体而已，仍旧会有无数人听
了他们的蛊惑而上当受骗。即便现
在有了网友的揭发，但不可否认的
是，并非每一个潜在的患者，都能
够看到网络上揭发他们的信息，所

以仍旧会对他们的广告信以为真，
仍旧会上门找他们看病。

所以我们说，要想真正把“神
医”们拉下神坛，就必须从监管入
手，通过法律与制度的手段，彻底
铲除“神医”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土
壤。否则的话，你今天曝光了一批

“神医”，明天又会出现另一批“神
医”。在这方面，我们并不缺少相
关的法律法规。《广告法》 规定，
发布药品、保健品类广告，不能表
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
不能利用代言人作推荐、证明。而

《药品广告审查办法》 则明确规
定，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不得出
现下列情形：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
荐、证明；使用医药科研单位、学
术机构、行业组织、医疗机构或者
专家、医生、患者的名义和形象。

所以说，还是有关部门监管和
处罚的力度不够，才让“神医”们
招摇过市，让他们的广告在各种媒
体平台层出不穷。患者防，不如政
府管，只有加强监管，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神医”泛滥的问题，避免
更多患者上当。

唯有加强监管才能把“神医”们拉下神坛

郑建钢

建议在改善基层医疗设施的同
时，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让
村医得到应有的尊重。全国两会期
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
桑科乡曼玛村乡村医生旦正草代表
如是说 （3 月 10 日 《人民日报》）。

作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不
可缺少的中坚力量，乡村医生承担
了为村民防病治病、日常保健、卫
生防疫、健康教育等繁重的任务，
但与辛勤付出相比，其得到的回报
显然还不太令人满意。

去年 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
港市港北区乡村医生李坚通过网络
问政，反映港北区乡聘村用的乡村

医生已签订合同并工作两个多月，
但没有兑现基本工资，养老问题也
没确定，要求区卫健局解决。区卫
健局的答复是：已在收集各乡镇卫
生院提交的村医工资和社会保险经
费请示，目前正在走转款到卫生院
流程，请耐心等待！

不知道李坚医生的问题最终有
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但其所反映的
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有关
方面高度重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对医疗保健服务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村民们自然希望乡村医疗诊
所能够承担更多功能，他们不用走
出乡村，就能接受基本的医疗服
务，而不是为了诊治常见病，或者

为了配一些常用药，动不动就要去
县医院甚至市医院。

从总体上来看，乡村医生年龄
普遍偏大，老的医生退下来以后，
年轻医生由于种种原因，或接不上
班，或不愿意接班，导致乡村医疗
诊所医生岗位青黄不接，村医群体
有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但是，如果乡村医生的编制、
待遇、养老等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
问题不解决，岗位吸引力差，职业
发展前景不明，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就是一句空话。

2018 年，《光明日报》 报道浙
江省安吉县在全国率先探索本土化
村医培养新机制。安吉县以中医师
承为切入点，以培养本土化全科村

医为落脚点，将中医师承和乡村全
科执业助理医师政策衔接，破解乡
村健康服务可持续发展难题。“安
吉模式”成功的原因，是村医事业
编制和后期待遇赋予的岗位吸引
力。

让青年村医“留得住、用得
上”，就要让乡村医生得到应有的
尊重，尽一切可能解决他们所关心
的切身利益问题，营造和谐的从业
环境，搭建让他们有用武之地的平
台，提高乡村医生的职业自豪感和
社会认同度。只有这样，才能切实
稳定乡村医生队伍，让他们在提升
乡村基层医疗服务、提高村民的健
康水平、助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

提高村医待遇助推乡村振兴

王少华 绘真 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