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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艺

自去年8月起，只要缴纳150元“门
槛费”，桑植县“参合”农民因病在乡镇
卫生院住院“全报销”。看病“全报销”，
让农民看病就医情况发生了巨大变
化。据桑植县卫生局局长陈俊文介绍，
通过将新农合资金用好用足， 改革基
本没有增加桑植县的财政负担。

陕西神木县开国内先河， 提前实
现全民医保，吃“免费医疗”的螃蟹，此
举受到了公众普遍关注。 如果说神木
县医改依赖的是丰富的煤矿资源所带

来的“财政优势”，在全国鲜有可复制
性，那么桑植的事实告诉人们，它是一
个可复制的典型样本。尽管严格说来，
桑植县“试水”农民看病“全报销”，也
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免费医疗， 但这样
的准免费医疗模式依然让人向往。

神木免费医疗模式推出之初，不少
人曾有担忧：比如，在“免费医疗”的激
励下， 医生和患者过度占用医疗资源，
影响其他患者利益，财政入不敷出怎么
办？再比如，政府如何完善监管措施，确
保免费医疗服务质量等等。在免费医疗
的诱惑下， 尽管神木曾出现患者住院

“井喷”的情况，但这在当地政府的预料
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县免费医疗
政策步入正轨，也并未出现财政负担难
以为继的局面。 同样，桑植县也做好了
看病人数“井喷”的准备。为了防止过度
医疗，桑植县农合办和乡镇卫生院签订
了服务协议， 加强对患者入院审查、住
院治疗、出院报销等各个环节的监管。

医疗保障被认为是世界性难题，
考验着政府的经济承受能力、 制度创
新能力。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回
归医疗公益本质， 公众也一直充满期
待。桑植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迈出的这

一步无疑值得肯定。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价廉的

医疗服务，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惠；当地乡镇卫生院门诊、住院人数和业
务收入逐步增加，医患关系也更加和谐。
农民得了实惠，政府得了口碑，医院有了
利润，真正实现了“三赢局面”。

当然，探讨医疗模式改革的核心不
在于是否免费，而是如何兼顾公平和效
率。 希望从桑植的“免费医疗”中，公立
医院改革、基本药物制度、大病救助体
系等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老百姓的
看病负担得到进一步减轻。

邓海建

工信部直属的中国软件测评中
心透露， 他们联合30多家单位起草
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
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已正
式通过评审，正在报批国家标准。但
这个指南并非国家强制性标准。

公民个人信息“裸奔”这么多年，
舆论鼓呼“回家穿衣服”也不是一声
两声，最后还是沦为商家砧板上的鱼
肉：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上海罗
维邓白氏营销服务有限公司出售1.5
亿条个人信息，每条要价0.3到1.5元。
个人信息被卖， 早已经是屡见不鲜，
买车了，保险推销接踵而至；买房了，
装修广告无孔不入；生孩子了，婴幼
用品宣传狂轰滥炸……

《个人信息保护指南》初衷良善，
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 “最少使用、
公开告知、个人同意、质量保证、安全
保障、诚信履行和责任明确”等8项原
则。 但“指南”毕竟只是“指南”，正如
参与调研制订的一位专家此前对媒
体所言，“不具有强制性，只是一个推
荐实施的国家标准，网站、商家违反
了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既然如此， 一则没有强制性的
《指南》，恐怕吓不住寄生在个人信息

利益链上的诸多虫蚁。 原因很简单，
工信部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
刘九如曾统计， 目前有近40部法律、
30余部法规， 以及近200部规章涉及
个人信息保护。 2009年，刑法修正案
(七)确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罪”， 首次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
保护范畴。同年，《侵权责任法》通过，
使“人肉搜索”侵犯受害人权利的责
任认定有了法律的统一规制，如果网
站无视受害人提出的屏蔽、 删除要
求，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个人信息安全怎么才能找到一
条“回家”的路？ 真正的问题在于责
罚绵柔， 譬如此前警方破获CSDN
的600多万条用户名和密码泄露案
件， 随后对相关网站的处罚只是提
出行政警告而已。而在德国，手机用
户拒绝商业广告短信， 可与运营商
签订一份合同， 运营商违规滥发短
信，投诉一次最高可罚5万欧元。 按
照这样的罚则， 中国的电信运营商
倾家荡产N次都不为过。

个人信息安全已经在密集的公
共事件中一次次被拷问， 这不是轻
飘飘的行业指南所能纾解的症结。
不管怎么说，个人信息安全堪忧，这
绝不是信息社会应有的常态。

朱忠保

杭州长河高级中学高二学生
称，学校给他们制定了几条规矩：男
女生不得成对出现在校园里， 男女
同学平时距离不能小于50厘米，男
女生不得同桌吃饭。该校副校长称，
现在“春暖花开”，为防止早恋，给他
们打个预防针。

一位人类学家曾提出， 正常男
女生交往的空间距离是44厘米以
上。 44厘米是人际交往中的最小间
隔， 少于44厘米， 就属于 “亲密距
离”，在异性之间，只限于夫妻和恋
人。 如此看来，学校作这样的规定，
好像有一定道理。

但一位姓沈的高二男生说， 要
做到那三点， 根本不可能。 在教室
里聊聊天、 借个笔什么的， 怎么样
都会有接触， 又比如集合站队、 排
队买饭， 男女生之间要保持50厘米
的距离， 那要排多长的队啊！

有专家认为， 把男女生交往的
物理距离精确到厘米 ， 过于理论

化。 男女生交往是必要的社会生活
技能， 不宜抹上浓重的强制色彩，
否则适得其反。 因此， 我们不能用
太多条条框框把学生束缚， 应该倡
导学生的自由发展， 包括男女学生
之间的交往 。 刻意设置这身体间
“咫尺” 般的距离， 却可能造成心
灵间 “天涯” 般的距离， 阻碍了男
女学生之间更好地进行人际交往。

为了防止学生早恋， 在男女生
间设立一道 “防火墙”， 当然应该。
但问题是应该怎样 “防火”？ 是禁
止男女生交往， 还是引导他们正确
对待恋爱？ 是应该堵还是应该疏？
显然不同的做法 ， 导致不同的效
果。

面对学生， 禁止做什么， 不如
引导他们做什么。 指导学生正确与
异性交往， 怎样克制自己对异性的
冲动， 怎样处理异性的热情邀请，
怎样拒绝异性的不恰当要求等， 这
样可以让学生自己从中学会选择，
学会思考， 学会知识与方法， 给他
们今后的人生铺下一条通途。

海建

近日，先锋派诗人乌青走红，因其
诗以极度白话像自言自语又像唠家常
的口吻写成，被网友赐名“废话体”，并
调侃，“读他的诗还不如打开电视看广
告”。 也有专业人士表示，乌同学坚持
改变人们对既定诗歌的界定， 称其诗
歌是“娱乐派”。

这是一个诡异的悖论：一切与诗歌
有关的新闻，其实都与诗歌无甚关联。对
乌青诗的臧否，已不在公共关注的范畴，
戏仿的目的就是消遣与解构。

真热的不是诗歌意义上的诗歌。理想
与浪漫，诗性与情怀，不是在橱窗被商业
化展览，就是在故纸堆里无从寻找。 我们

记得诗歌的模样，无外乎两种：一是像所
有开发商一样，在与“海景”等诉求相关的
建筑单元的广告语上，刻上“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二是在“杜甫很忙”的涂鸦狂热
中， 顺带着想起杜甫已经活过了1300年。
只有消费与解构，从无创造与建构。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写诗， 正如不是
每个人都注定会“仰望星空”一样。 但对
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而言，绝对理性之
下，骨子里没有一丝半点诗性情怀，恐怕
迟早会“诸事不顺”。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
评奖原则中，“理想主义” 是最为明确的
标杆。 诺奖的理想主义倾向， 见诸于文
学、发明与发现，体现的是对人类矛盾冲
突的前瞻与隐忧。

观之我们的时代， 很多看似是体制

机制症结的顽疾，哪个不与“理想主义幻
灭”息息相关？ 大品牌的大疯狂，小摊贩
的小伎俩，馒头里的染色剂、奶粉里的三
聚氰胺、官场上的酒瘾与权欲、学术界的
各种不端……看起来是标准的问题，然
而，制度也好、标准也罢，永远是有缺憾
的，关键是执行的人。没有理想与情怀的
人，再完美的制度，也规制不出光芒四射
的悲悯与温情。

“诗歌是热爱生活的证据”。 信仰
稀缺 ，则诗人没落 ；理想贬值 ，则物欲
横流。 一切偶像不过是虚幻的想象，真
实的是我们对现存的态度。 诗歌不是
灵丹妙药，也未必能拯救什么，但于一
个浮躁而速朽的年代来说， 起码可以
平和内心的乖戾与不堪。

■一句话评论
高中语文教科书里的 “诗圣”

画像，被在读的或是曾经的学生们
涂鸦拓展成送水工等各种形象，在
网络上暴发性流行为“杜甫很忙”。

———杜甫“很忙”，何尝不源自
电视屏幕上的 “穿越 ”和 “戏说 ”。

（湖南 邵宇平）
近日，梅州视窗网、兴宁528论

坛、东阳热线、Ｅ京网等16个网站因为
造谣传谣被关闭，新浪、腾讯两家大
网站也因为微博传谣受到处理。

———网络不能以虚拟之名，行
虚假之实。 （山东 张宁飞）

清明期间，祭品市场红火。 今年
祭品又出新花样，甚至连“二奶”都能
定做，大的标价20元，小的15元。

———纸糊的“二奶”祭祖，给自
己找个“小三”祖宗？（湖南 刘名串）

井冈山门票涨了、台儿庄门票
涨了……清明小长假期间，不少景
区门票争先恐后地迈入了“百元时
代”。

———秀美河山，成了 “玩不起
的风景”。 （上海 赵三四）

广州市民夏女士的女儿上幼
儿园途中，由于找不到公厕，向附
近的天河区法律服务大厅工作人
员借用厕所遭到拒绝。广州司法局
官方微博回应称，若每个人借厕所
用，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孩子“一泡尿”，照出了什
么？ （广东 李外仁）

在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知
识产权部的打假名单中，有一个耳
熟能详的品牌———老人头。记者调
查发现，目前国内市场上有十多家
“老人头”，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
等不同地方。

———“老人头”，你究竟是何方
神圣？ （湖南 陈方圆）

个人信息怎么找到“回家路”

男女生间距50厘米如何界定

从神木到桑植，“免费医疗”不是神话

谁还当真记得诗歌

杭州混堂巷不到80米的一段小路， 地上
有107个窨井盖， 密集处仅仅在5步距离内有
30多个窨井盖。 对此，当地城管办市政科陈主
任称， 窨井盖数量密集主要是因为老小区单
元多，没有绿化带隐藏，每个窨井都有各自的
功能需要。

每一个窨井确实都有各自的功能需要，
但窨井如此密集的背后，折射出地下管道等
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各自为政、 重复建设。
一条马路可能因此遭受多次“开膛”和 “缝
合”，由此造成劳民伤财。

规划建设混乱还会带来管理混乱， 由于
“婆婆”众多，窨井井盖的产权难以确定，丢失
后更换往往不及时，张着一张张“血盆大口”
伤人，伤人后的赔偿责任更难以厘清，造成严
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每一个城市，都该考虑长远地统筹
规划、共建共享地下管网，集约利用地下空
间了。 图/文 赵顺清

80米巷子107个窨井盖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