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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之无愧的网红医生
侯江
用嘴吸尿彰显医者仁心
忍悲救人书写大爱无疆
互联网已经渗入了我们日常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近日，两则医生无
私救人的新闻，感动了无数人。
第一则。 11 月 19 日，从广州飞
往纽约的南航航班上，一位老人无法
自主排尿，膀胱可能胀破。 同机的海
南省人民医院肖占祥医生利用机上
有限的物品制成穿刺吸尿装置，暨南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红医生则用
嘴吸尿 37 分钟， 把老人从生死线上
拉了回来。
第二则。 10 月 14 日下午，陕西
宝鸡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许向东
正在 17 层手术室，准备给一名 85 岁
高龄的病人做手术， 得知 16 层重症
监护室里自己的父亲刚刚经抢救无

效离世，许医生匆匆下楼去看了父亲
最后一眼，毅然重返手术台，因为躺
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从治疗到手术准
备都是他做的，“这时候这边更需要
我”。 几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当晚，
他将老父送到太平间后，还不忘回到
病房了解术后病人情况。
在医患关系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的今天，这两则新闻，引发了很多网
友感慨。 无论是高空吸尿救人，还是
老父亲故去坚守岗位，都再次彰显医
者仁心。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可医生
同样是血肉之躯，面对尿液会有正常
人的生理反应，面对亲人故去会有悲
痛哀伤。 张红医生吸尿 37 分钟，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吸第二口的时候
就想要吐了， 也怕会感染一些传染
病， 在当时的情形下是被迫无奈之
举，“能救助患者就无怨无悔”。 而许

向东医生，在老父亲离世当口，隐忍
巨大悲痛去救治另一位老人，而且在
手术中保持冷静和极高的专业水准，
据病人家属事后描述，许主任“一身
都是汗”、
“眼圈儿红了”。 许多网友听
到许医生的事迹后泪奔，发出由衷赞
“天使是什么样的？ 看过这个故事
叹：
你就知道了。 ”可见，他们其实有畏亦
有痛，只不过在履行天职时，毫不犹
豫地把畏惧和私利置于身后。
仁心不求回报。 张红医生对自己
成为网红有点始料未及，他认为“红
完之后还得回去老老实实工作，默默
无闻才是最重要的”； 许医生谦逊地
说：“每个医生面临这种情况，绝对不
可能放弃患者。 ”对他们来说，病人康
复就是最大的幸福。 两位医生挽救了
两名患者的生命，给公众上了一堂生
动的职业道德课，再次彰显白衣天使
这一职业是多么崇高。

近年来，医生高空救人、高铁救
人、 体育馆救人的新闻一起接一起；
与此同时，暴力伤医的案件也不时发
生。 公众在为医者仁心感动的同时，
也有必要进一步反思医患关系如何
改善。 面对医生的牺牲与付出，不该
报以更多的理解、尊重、关爱吗？ 那些
暴力伤医当事人， 不该愧悔自责吗？
医患关系的改善， 需要张红医生、许
向东医生的以身作则，同样需要每一
名患者和每一个公民遵循规则、尊重
医学、尊重医生。 被仁心温暖、得仁术
救治的人们，应该把感激和感动付诸
行动。
唐代诗人苏拯写过一首《医人》：
“我愿天地炉，多衔扁鹊身”、“自然六
合内，少闻贫病人”。 愿医者都有一颗
仁心， 愿医者仁心点燃更多人心，如
此，则医者幸甚，患者幸甚，社会幸
甚！

索好评？ 咱不惯商家这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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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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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风
陕西西安一家宣称
“
喝风辟谷能治病”的公司，竟然堂而皇之地进入政
府的双创补贴名单，近日引发关注。 辟谷之说古已有之，但并没有传统中医
理论支撑，更不符合现代医学原理。 这样典型的伪科学，如今还可以大行其
道，令人匪夷所思。 轻信辟谷治病的公众，自然要提高科学素养；但政府部
门竟然打算扶持，也表明对伪科学缺乏辨识力。 从水变油、巴铁等案例来
（李嘉）
看，部分政府部门的科学素养亟待提高。

网约车调价，谁说了算
秦川
网约车调价不能任性了！
11 月 21 日，交通运输部、国家
发改委公布《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
改革的意见》， 提出我国明年起将对
网约车实行市场调节价，但网约车平
台公司应主动公开定价机制和动态
加价机制。 当前，网约车已深度嵌入
人们日常出行，但一些网约车平台公
司在“
收割”用户后，利用已经建立起
来的用户粘性，开始自行涨价，较高
的涨幅引发坊间追问： 网约车调价，
谁说了算？
从常理看，是网约车平台公司说
了算。 调高调低、调多少，企业自有考
量。 作为竞争主体，网约车平台有权
根据自身实际、 对手份额等情况，相
应进行价格调整， 这是企业的自由。

但应看到，一些平台在行业“蛋糕”中
占比较大，在定价过程中处于优势地
位，任性调价势必绑架用户，侵害消
费者的权益。 这也是一些用户对平台
涨价颇有微词的原因。 企业有调价自
由， 但必须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自主定价不代表可以任性调价。 根据
供需关系， 调价符合经济学基本常
理，但必须向公众提供可信的数据支
撑。
“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 ”对监
管者来说，要守住边界意识，拿捏好
分寸，不能乱出手；企业则需要敬畏
法律、敬畏用户，否则难免被用户抛
弃。 网约车调价，不妨在阳光下
“
晒一
晒”。 只有经得起法律规束和公众审
视，企业才能“
跑”得更稳健。

一年一度的“双 11”已过去大半
个月，很多
“
剁手党”开始频繁遭遇花
式索好评的烦心事。“
这两天好几家店
铺的客服各种发短信、打电话、留言催
我给好评。 ”因对索取好评的信息轰炸
不胜烦扰， 类似的抱怨大量出现在各
社交平台。
好评之于商家的意义不言而喻，
不仅影响信誉度， 更直接影响到成交
量。 所以电商们无不渴求好评，这倒是
人之常情。 但恨不得每一笔交易都能
得到五星好评，采取软磨硬泡、低声下
气甚至允诺返现等方式索取好评，性
质便变了。 好评还是差评，本来取决于
商家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设立这
一评价体系的初衷， 是希望能为后来
的消费者提供可信的参考， 但商家花
式索好评破坏规则， 好评应有的意义
也就失去了。
广大消费者要从维护自身利益的
高度认识这一问题，挨不过情面、经不
起返现诱惑或架不住狂轰滥炸， 就送
上好评是不折不扣的纵容和互相挖
坑，即便在评价里做了
“
违心好评”的
说明，也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公正公平。
有什么样的消费者， 就有什么样的商

点到为止

家，对自身利益不负责任的人，不要指
望商家会为你负责。 换句话说，商家索
要好评的毛病， 固然与其自身素质有
关， 但很大程度上也是消费者惯出来
的。 所以，消费者要客观公正地给出评
价，该好评就大大方方给好评，该差评
就要理直气壮给差评， 绝不为商家的
威逼利诱、打感情牌所动。
商家之所以明目张胆、 近乎过分
地索要好评，是抓住了法律的空当。 正
如一些法律界人士所说： 严格来说此
举并不违法，除非涉嫌恶意骚扰、恐吓
等行为，否则法律拿他们真没办法。 如
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就管不了， 甚至
不管了，要么是商家太幼稚，要么是监
管方面不负责任。 在电子商务发展过
程中，新情况新问题数不胜数，如果都
等到立法后才去管， 电子商务市场不
可能发展到现在。
面对索取好评成风的态势， 职能
部门可以引导电商平台落实监管责
任，比如可以通过完善入驻条款、实时
出台新规、 发出禁止性倡议等予以约
束和规范。 同时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并
采取平台曝光、 内部通报等方式对索
取好评的商家进行惩戒。

张丽

不能蹭“梅姨”热点 不必“装修”朋友圈
在全民寻找“梅姨”的背景下，近
日网络传出
“
梅姨”在合肥的消息。 经
核实，又是谣言。 合肥警方找到当事
人王某某，现场进行法制教育，让其
立即删除所发布的信息，并告知其在
网上发布没有核实的不实信息，如造
成恶劣后果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人贩
子令人深恶痛绝，为了能更早抓住这
些坏人，普通市民应该做的是配合警
方提供线索，而非胡编乱造、以讹传
讹。 网络覆盖面广，尤其应该不造谣、
不传谣， 培养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增
强定力。

花钱改朋友圈定位、买社交平台
高等级认证、充值成为社交平台的会
员……现在有些人刻意经营自己的
社交账号，甚至花钱“装修”自己社交
平台的“门面”，使其看起来高大上。
一项调查显示， 有 51.1%的青年会花
钱装饰自己的社交账号。 在不触及法
律底线的情况下，装不装饰虽然是个
人选择，但如果是出于虚荣或者其他
的原因，且在这上面花的钱给生活造
成了负担和困扰，那么就是个大问题
了。 当代青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
该如此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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