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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停诊不是“小儿科”

性感广告进小区，“审批过的”也不行
文 / 汪代华
近日，南宁高新区某小

区的一位业主，认为电梯内

的广告太裸露，对孩子影响

不好，就把广告给撕了，被

物业制止后双方起了纠纷。

（1 月 9 日《南国早报》）
物业人员认为，小区电梯

广告很常见，其他一些小区也

有这样的广告，这些都是经过

审批的正规广告。而一些业主

则认为，现在一些电梯里经常

出现整形、丰胸、人流、男

性健康等内容的广告，有的是

以画面的形式呈现，有的是

以视频的方式播出，画面具

有诱惑性，文字具有挑逗性、

暗示性。但无论以哪种方式

展示，这些内容都太露骨，

既会让乘坐电梯的成年人感

到尴尬，也会给小孩子带来

不良影响，甚至会降低小区

的形象与品位。

按理说，“经过审批”的

广告应该是合法广告，在小区

电梯里发布“经过审批”的广

告本无可非议。但是也应该看

到，虽然广告是经过审批的，

但是广告内容有的地方可以发

布，有的地方则“少儿不宜”，

诸如整形、丰胸、人流、男

性健康等等露骨广告贴在电梯

里，孩子们每天进进出出，看

到那些有图有文字的画面，又

是何感想？只能是一种尴尬。

之所以出现露骨广告进小

区的尴尬，不是广告太无德，

而是小区物业管理钻钱眼。众

所周知，小区是商家广告黄金

地带的理想阵地，在小区做广

告有“花钱少，见效快，效果

好”等优势，所以商家大都愿

意在小区投放广告。

现在，不少小区物业都喜

欢在小区通道边或电梯里做

广告创收。当小区物业在收取

一定广告费后，再加上部分小

区物业管理人员“拿了人家的

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根

本不对广告内容把关，让一些

露骨广告甚至不法广告乘虚而

入。诸如我们时常在一些小区

电梯里见到的代取公积金、收

驾照分、到美国生孩子等等广

告，就明显不合法。

小区不是违法广告的法外

之地，物业管理公司及个人岂

能把违规广告当作“摇钱树”？

一切广告当守住法律底线，依

法发布，绝不能违反社会文明

公德。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应负

起第一责任，坚决摒弃“向

钱看”， 绝不能让露骨广告等

违法广告进小区，污染公众特

别是孩子的视角。而且物业管

理应为小区广告内容重新把关，

经有关部门审批过的，不一定

就适合小区发布。同时，根据

《物权法》相关规定，小区的

公共资源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所以，小区广告的发布应征得

小区业委会的同意，才可以在

小区的公共部位加以发布。如

广告内容违法，小区业主可以

向相关城管部门、工商部门举

报。同时，小区业主也可要求

业委会对小区的这种违规发布

的广告加以清除。

“秀”与“修”
文 / 石川
大凡有进取心的人都不愿意过

得平平庸庸，而是希望自己拥有不

平凡的表现，起码是不断地超越自

己，最好是成为某类人或某行业

的一枝独“秀”。

这里的“秀”，不是卖弄，不

是走秀，而是出色、优秀，是出类

拔萃，是一种创先争优的好状态、

好结果。但从争“秀”、当“秀”

的运行规律来考察，“秀”者无一

能脱离另一个几乎同音的“修”字

的躬行。

“修”者，多意字，但我这里

则主要指身体的锻炼、心智的磨炼、

学问的积淀、能力的打造、品行的

养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秀”与

“修”有着必然联系。“秀”是“修”

的造就与结果，“修”是“秀”的

前提和基础，“修”的态度与程度

决定着“秀”的水平与品质。有些

人尽管拥有外表的“秀”，如果忽

视内在的“修”，也只会是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一句话，真正的“秀”，

不是想有就有的，也不是靠运气就

能碰到的，更不是天上能掉的，而

是靠认认真真地“修”出来的。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讲的

是一个人要担当大任、有所成就，

就要经得起吃苦耐劳的磨炼，受

得住各种挫折的磨难，造就坚忍

的性格，拥有原来所没有的才

能。曾国藩讲的“能吃天下第一

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和

俗语所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成人不自在，自在不

成人”，说的是一个人只有吃得

起千辛万苦，才能成为别人敬重、

爱戴的强人和能人，更是直接道

明了“秀”与“修”关联深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那

么一些人眼光很高、梦想很多、

抱负很大，向往出新出彩、出人

头地，盼望成名成家、成风尽垩，

祈求众星捧月，但在做人上唯我

独尊，学习上浅尝辄止，工作上

拈轻怕重，生活上贪图享受。这

种人不仅不会有“秀”的景象，

还会落下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等

不良印象，甚至还会背上“啃老

族”、“吸血鬼”、“寄生虫”等骂

名，受到社会的谴责和鄙视。

其实，“秀”的景况从来就是 

“修”成的，需要不断地修体、修心、

修学、修能和修行。修体，是养

成健康的体魄，为追求精彩的人

生铸就足够的精气神。修心，即是

修心养性。用“温、良、恭、俭、让”

正人君子的要求来修炼，做到非礼

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把握

好情绪，控制好心情，始终用向上

向好向善的状态养就大眼界、高

境界和宽胸襟，为经营出色的人生

奠定好心态、好性情。修学，就是

坚持学习不停步。做到立身以立

学为先，以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

以学习开启未知的世界，以学习

照亮前行的道路。学习做人的方

法，学习行规习俗，学习大政方

针，学习人文素养，学习业务知

识，学习新技术、新手段，将自

己培养成所在门类的行家里手，

为获取优异的表现奠定厚实的功

底。修能，就是锻造为人做事的

水平和能力。通过不断地实践与

训练，不断提升应对各种局面的

能力，不断掌握所操行当需要的

各种特殊本领。在当代，尤其要

培养学习能力，让自己永远跟上

时代的步伐。能力的获得兴许有

禀赋差异，但坚持了“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古

训和笨鸟先飞的“愚”办法，不能

也能转化为有能。拥有了高超的能

力，就拥有了追求卓越的资本。修

行，就是躬身践行，围绕心中设定

的目标，坚持做、做坚持，反复做、

做反复，认真做、做认真，不管

遇到多大困难与挫折，咬定青山不

放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修行修

出了“韧”劲头，争“秀”便拥有了

真功夫。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秀”是耀眼的、夺

目的，也是苦人的、磨人的。能

成为某类人或某行业的佼佼者，

着实是人生的一大快事，也为人

所敬所称颂。但是“秀”的背后

却蕴藏着深深的“修”、实实的

“修”、苦苦的“修”，不明白这

个道理，不愿为这个道理而付出，

就不要去奢望当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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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 趣人生
音文字

扫一扫，转发
这篇美文

今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自 2017 年 11 月 24 日起推出专栏《谐
音文字 谐趣人生》——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专业硕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文学网高级顾问石川，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生活体验
为基调，用谐趣笔墨，用乐观态度，对一些汉字进行精妙解读，
并用创新思维丰富了其内涵，同时还将谐音汉字进行比较、联系
和结合解读，博古通今，言简意赅，读来振奋，予人启迪。

文 / 宋鹏伟
近日，天津海河医院发

布公告，因儿科医生超负荷

工作，目前均已病倒，即日

起儿科不得不停诊。海河医

院儿科有 3 名医生，其中王

医生因恶性肿瘤住院治疗；

尚在哺乳期的刘医生患上了

乳腺炎，高烧 39 度不退；感

冒的谢医生把家人都传染了，

孩子目前已入院。

（北青网 1 月 9 日）
在流感肆虐的当下，求助

于医生是很多患儿家长的“最

后一招”，如今遭遇儿科停

诊，家长们的失望可想而知，

无疑也会给其他医院增加更

多压力。

不过，停诊也是医院的无

奈之举，医生也是人，也有正

常的休息权利，况且带病工作

也可能将病毒再传染给患儿。

然而，一所直辖市的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儿科只有3 名医生，

也是足够令人吃惊的，且不说

现在是流感高发季，即使放在

平时，“拉不开栓”的情况恐

怕也是经常出现。因此，真正

的问题不是三名医生集中抱恙，

小概率事件之所以能够造成大

影响，归根结底还是儿科医生

短缺的问题——即使儿科没有

停诊的医院，同样不堪重负。

儿科医生短缺问题，至少

已经持续了四五年，但一直没

有得到系统解决，甚至这一“供

需矛盾”还愈发突出。据统

计，我国0-14岁儿童总人数

约 2.3 亿，目前平均 1800多

个儿童只有一个儿科医生，而

这一数字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

差距，比如美国儿科医生比例

达到1.6／1000。尤其是随着

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

对儿科医生的需求猛增，而与

此同时，造成儿科医生流失的

原因虽然早就摆在那里，却没

有得到很好解决。

学医的人熟悉一句话，叫

“金眼科、银外科，一钱不值

小儿科”。简而言之，儿科的

职业风险高、工作负担重，然

而待遇却很低。举例来说，

幼儿的病情进展快、家长的期

待高，可由于幼儿很难准确讲

述病情，家长又反感各种检查

（很多也不适合），使得儿科医

生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而在待

遇方面，儿科医生并不会受到

特别优待，更由于用药剂量小、

辅助检查少、手术少，儿科医

生的灰色收入也十分有限。当

付出与回报长期不相称时，从

业人员流失就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儿了。

解决之道，根本还在于

大幅提高儿科从业人员的收入

水平，让医学生在选专业和择

业时就明确一点——儿科是辛

苦，但待遇也较其他科室明显

更高，唯此才能逐渐扭转儿

科式微的局面。同时，也要对

公立医院的儿科建设有标准化

要求，不能以盈利能力作为医

生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进而

对儿科医生的流失采取放任

和默许的态度；另一方面，家

庭医生制度需要尽快落地，将

更多简单的基础性疾病诊治在

基层完成，而不必稍有头疼脑

热就往三甲医院跑，从而起到

分流的作用。

儿科医生短缺，不仅反

映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老问

题，更是打破“以药养医”过

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难题。让供

求关系决定资源配置，让付出

更多者收获应有的回报，这既

是儿科医生短缺问题的解决

之道，也是决定医改进入深

水区后成败与否的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