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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乔
辉） 当前国际国内市场环境日趋复
杂，变化莫测，您正面临前所未有
的投资机遇和多样化的投资选择，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类别
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表现存在显著
差异，投资者难以及时准确预测。
为分散风险，避免因投资于单一
种类的资产而蒙受重大损失，资
产配置是平衡您投资风险收益的
有效手段，同时，有研究证明，进
行资产配置是对投资组合长期投
资业绩起到推动作用的重要因素之
一。因此，建行私人银行建议您
在实际投资前有必要根据自身的风

险偏好，同时结合大类资产风险收
益的特征，作出相应的资产配置
策略的选择。

如何建立属于您的资产配置
策略？建行私人银行告诉您：只需
要三个简单步骤：

第一步，您自主初步完成风险
偏好测试，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类型。

第二步，您详细了解建行资产
配置策略，是以大类资产配置为基
础，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各大类资产
配置策略风险收益水平及盈亏概
率，通过定性分析充分揭示资产配
置选择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形成十
五大类具备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特

征的资产配置策略参考方案，供
客户参考选择和使用。

第三步，在建行客户经理或财
富顾问帮助下，通过反复比对、确
认并选择符合自身风险偏好特征
的资产配置策略参考。

建行私人银行告诉您：

如何建立属于您的资产配置策略？

■社会观察

“国家公祭日”让我们铭记耻辱与自强
文 / 何勇海
 据新华社电，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2 月 25 日下
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
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
定草案。决定草案将 9 月 3 日确定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

（2 月 26 日《新京报》）
早在 9 年前，在全国两会上，

就有委员提出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
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受到无数国
人力挺。如今此事有了实质性进展，
无疑提振了国威，凝聚了民心，鼓舞
了人心，再次彰显了中国人民反对侵
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
和平的坚定立场。

历史的耻辱，国人永远难忘——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
南京开始对我国同胞实施长达四十

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人
惨遭杀戮。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
军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最有
代表性的一次，这场国人之痛、民族
之灾，永远无法抹去。

因此可以说，将12月13日设为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有
着长久而深远的历史、现实意义以及
世界意义。

是对逝者的慰藉。当年被侵华
日军杀害的死难者，本是一个个热
爱生命、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鲜
活个体，却在日军的铁蹄蹂躏下家
破人亡、血流满城。他们的悲惨遭遇，
不是个人的历史，也不是一座城市的
历史，而是国家、民族的历史。我们
对他们做得还不够——虽然有地方
性纪念活动，却没有国家层面的公
祭，影响力有限。设为国家公祭日，
则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让更多的人
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缅怀。

是对生者的警示。南京大屠杀
可谓是奇耻大辱，给中国带来了空前

的灾难。列宁曾言“忘记过去就意味
着背叛”，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法官梅汝璈

先生也曾表示，“忘记过去的苦难可
能招致未来的灾祸”，韩国总统朴槿
惠还说“对历史闭上眼睛者看不到未
来”。因此，我国需要设立国家公祭
日，以“国”之姿态告诉每个国民：
有国才有家，国强家不贫；铭记苦
难历史，落后就要挨打！

是对世界的忠告。正如专家学
者、大屠杀幸存者所说，公祭以国
之名义，是铭记不是复仇，我们以
国家名义公祭南京大屠杀，是在提
升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同
时，表达对战争的控诉，对反人类
罪行的谴责，是想呼吁全世界反对
战争、维护和平、尊重生命，不要
让历史重演。事实上，以国家公祭
形式，祭奠在战争中死难的本国国
民已成国际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设立的国家公祭日，不仅属于中
国，也属于世界。

■她时代观点 “再生育门诊”不能只见商家不见政府
文 / 苑广阔
去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将

逐步开放的消息在各大民营医院中
激起了浪花。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
后，日前，广州伊丽莎白妇产医院、
广州长安医院、广东药学院附属新
天生殖医院相继宣布，针对想“生
二胎”家庭开设专门的咨询门诊，
抢食“二孩经济”头啖汤。

（2 月 26 日《信息时报》）
随着“单独二孩”政策在越来

越多的省市落地实施，符合条件的
家庭开始把生育二胎提上了议事日
程，着手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但与
此同时，一个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
家庭的重视甚至是担忧，那就是再
生育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应该
规避哪些风险。这一方面是因为二胎
生育和初次生育确有很大的不同；另

一方面，这也和如今人们越来越重
视优生优育有关，是件值得肯定的事。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市场需求，
很多医院纷纷开设“再生育门诊”。
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同时我们也看
到了，目前开设“再生育门诊”的医院，
绝大多数都属于当地的民营医院和医
疗机构。从市场角度来看，当然不
是说民营医疗机构就不应该开设“再
生育门诊”，但民营医院往往重效益
而轻公益，这会导致当前一些在民
营医院常见的医疗和服务乱象，比
如虚假宣传、大检查、乱收费等，也
势必会体现在“再生育门诊”上面。
这不但会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而
且也为各种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埋下
了隐患，损害患者的利益。

民营医疗机构能够迅速抓住“二
孩经济”的商机，自然体现了其市

场敏感性，但是作为政府卫生、计
生等主管部门和各级公立医院，是不
是也应该紧跟形势，迎头赶上，对

“单独二孩”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呢？作为公立医院，可以借鉴民营医
院的做法，开设专门的“再生育门诊”，
对患者给予必要的建议和引导。作为
卫生部门，可以引导和督促公立医疗
机构开设“再生育门诊”；作为计生
部门或者社区、街道办的计生服务
站等机构，还可以利用向辖区居民
提供计生服务的机会，宣传“再生育”
知识，提供“再生育”服务。

说到底，“再生育门诊”不能只
见商家不见政府，商家看中的是国家
计生政策调整后的“二孩经济”，而
引导优生优育，减少缺陷儿出生的概
率，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却是政府
职能部门本就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文 / 张立美
2 月 23 日中午，一名女婴

被家人遗弃在广州市社会福利
院婴儿安全岛门口，被发现时
已不幸夭折。该事件引起轩然
大波，24 日记者辗转找到女婴
父母。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女
婴在被遗弃前已死亡的说法，
女婴父亲辩称：“我把孩子放在
婴儿岛门口时，她还是活的。”

（2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
毫无疑问，不管夭折女婴是

父亲在将她送到“婴儿安全岛”
之前就已经死亡，还是送到“婴
儿安全岛”之后才死亡，都与其
父亲遗弃行为有很大关系。对于
背离人伦良知，遗弃子女的违法
行径，依法追究夭折女婴父亲的
法律责任无可厚非，也只有追究
了夭折女婴父母的法律责任，才
能避免更多此类悲剧的发生。

实事求是地说，遗弃女婴夭
折，虽然与父母的遗弃行为之间
有很大关系，但未必就是女婴夭
折的根本原因，女婴夭折的最根
本原因可能是患有先天性疾病，
而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才不治身
亡。如今，被父母遗弃的婴儿，
很多患有先天性疾病，不及时治
疗随时都会夭折。但是，大多数
弃婴的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停止救治婴儿、拒绝婴儿或者遗
弃也成为大多数家庭不得已的选
择。相反，父母将婴儿遗弃到社
会福利机构的“婴儿安全岛”，可
能被社会福利机构送到医院进行
救治，还能留有一丝存活的机会。

但是，社会福利机构设置“婴
儿安全岛”，接受遗弃婴儿，避
免婴儿被家长随意遗弃，这种
救济是一种后置的救济机制。对
于很多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来
讲，家长即便将婴儿遗弃到“婴
儿安全岛”，从婴儿离开病床，
到被社会福利机构送至医院救
治，这期间的时间并不短，少则
几个小时，多则一两天时间，很
容易让婴儿错过和耽误了抢救和
治疗的最佳时机，避免不了夭折
的命运。

由此可见，要避免弃婴夭折，
挽救更多的婴儿生命，关键不是
设立“婴儿安全岛”这种后置救
济机制，而是需要救济机制前置。
对于贫困家庭患有先天性疾病的
婴儿，在治疗费用上应当由国家
财政埋单，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
只有家长不担心医药费问题，才
不会遗弃婴儿，才不会冒着风险
把婴儿送到“婴儿安全岛”，而
是让婴儿一直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让其享受生命的尊严。

弃婴夭折呼唤救济前置

■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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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请君入院” 
画 / 王铎
广东省清远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 月 22 日发出公

告，对养某医院等 4 家违规医院作出收回城乡居民医保结
算定额、停止协议服务、罚款、通报等处理。根据公告，
2012 年，清新区太平镇村民冯某淮在中介带领下去医院住
了四天三夜，此后一年半时间，他和朋友住院七八次，从
医院领到数额不等的“配合费”。他在住院期间未用药，出
院时，医院退回他交纳的 100 元押金和 30 元伙食费，另
外还给了 200 元。                        （2 月 25 日《广州日报》）

■漫画漫话

文 / 张枫逸
2 月 26 日上午，记者在北

医三院神经内科病房见到曾经
的“神医”张悟本。床头的病
卡记录显示：张悟本于 2 月 20
日入 院， 脑 梗。 张 悟本表 示，
脑梗是发生在四年前，也就是
被媒体报道的两个月后，是被
媒体气的，这次只是来做健康
检查，“以后我还会宣传这套食
疗养生理论”。

（2 月 26 日《新京报》）
四年前，“神医”张悟本走下

神坛；如今“神医也住院”的黑色
幽默彻底让他宣扬的包治百病理
论不攻自破。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为什么不喝点绿豆汤”，网友们如
此调侃张悟本。当初，六位国内
顶级专家对张悟本错误的养生说
法进行批驳，所谓的经典偏方被
一一证伪，沦为笑柄，为何张悟
本如今仍不醒悟，甚至还在幻想
继续拿这套东西招摇撞骗？

伪神医、伪养生大师，张悟
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其绿豆养生神话破灭后，南京
护士马悦凌又凭借生吃泥鳅治疗

“渐冻症”等论调声名鹊起；“拍
打拉筋神功”推广者萧宏慈，更
是宣扬一张凳子加一根棍子就能
治百病治万病、靠销售“拉筋凳”
年赚千万元。与“神医”走马灯
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相比，滋生

“神医”的社会环境和土壤更值
得关注和反思。或许，正是以下
三方面因素，给了张悟本“我还
会再回来”的底气。

其一，公众健康素养的缺失。
张悟本之流的走红，关键是钻了

公众养生需求强烈和健康素养匮
乏之间的空子。相关调查显示，
2008 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仅为6.48%，这一数字到2012年
也只提高了2.32个百分点，远远
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权威的、科
学的、准确的健康知识的获取途
径不通畅，导致许多想养生又不
懂养生的市民容易偏听偏信各种
歪理邪说。

其二，非医疗养生监管漏洞。
对于医疗机构从事中医养生保
健，国家有明确的管理规定，但
对于在非医疗机构中开展相关活
动一直缺少监管。张悟本事件发
生后，时任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
海华曾经表示，正在研究非医疗
养生咨询监管办法。不过，直到
现在也没见相关制度出台。

其三，媒体出版社盲目包装。
一档《百科全说》电视节目，让
张悟本一炮走红，一部《不生病
的智慧》的畅销书，让马悦凌和
她的固元膏风靡全国。几乎每一个

“神医”的背后，都有媒体、出
版机构在推波助澜。为了收视率、
阅读量，盲目追捧各种新奇特的
养生学说，而不加以科学论证和
分析，使得一些媒体出版社很容
易沦为炒作推手，误导广大受众。

目前，我国健康产业仅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4%—5%，而在发达
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超过 15%，巨
大的产业发展前景，是机遇更是
挑战。如果真专家、真科学不能
占领公共保健阵地，非医疗养生
监管和文化传媒机构自律无法跟
上，张悟本之流卷土重来或许并
非痴人说梦。

病榻上的张悟本为何还没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