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袁治华 校对 田仲蓉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04 岷江评论·要闻
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逼捐吴京，究竟谁在吃“人血馒头”

一些地方已经动起来了，但多数
地方似乎“按兵不动”，仍在观望之中。

二孩及以上家庭直接配租公租房
北京这率先一步更具导向意义

中学教师面试一半是博士，“大材”如何不“小用”

如果最优秀的人才都为了“求
稳”“避险”，单纯受就业指挥棒驱
使，只看眼前待遇不重长远“前
途”，长此以往，未免让高质量人
才施展的舞台日益逼仄。

姜竟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养生营到底在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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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我们的情感慢慢被“庸
俗化”。

相关监管部门更需要擦亮
眼睛，形形色色的养生营到底
在“养”什么，应该好好查一查。

《长津湖》热映中，票房一路攀升，
正不断刷新纪录。欢呼之际，一小部分
网友开始呼吁吴京捐款，认为其靠这
部电影赚钱是“发爱国财”。还有一些
网友认为这部电影是“消费志愿军”

“吃人血馒头”，投资方应该捐出全部
收入给志愿军老兵。

逼捐，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屡见不
鲜的社会现象。荒唐的逼捐行为，实质
是“爱国旗号”下典型的道德绑架；而
给演员和制片方扣上“发爱国财”的帽
子，实质是庸俗化倾向下的狭隘理解。

客观上看，《长津湖》确实票房可
喜，但在逼捐者眼里，客观因素和主观
意图似乎已被硬生生地剥离，只剩下
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他们一边认为
爱国不应与赚钱挂钩，一边又坚定将
捐钱与爱国画等号，这逻辑岂不感人？

尤需警惕的是，在这样的思维模
式下，一些人正一步步地把家国情怀、
亲情爱情、友善分享等高尚的情感变
得“庸俗化”。

说到底，一些人或多或少被裹挟
着，用金钱关系庸俗化地理解一些社

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它让我们不愿轻
易相信他人能心甘情愿地因为某种情
感去做一些事，似乎总得“图”点什么。
比如疫情最严重时期，走街串巷为武
汉居民义务送药的吴悠，就有人说他

“作秀”，有人说他“发国难财”。
人们遭受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

于是开始习惯于用消费关系来理解世
界。那些“一针见血”式地“洞穿”他人
意图的行为，将一切关系简化为金钱
关系的人，实际上已剥离了人最宝贵
的情感部分，把人的理性与感性对立
了起来。或者说，有的人已慢慢退化为
不能理解深刻的、复杂的、崇高情感的
人，却成为被金钱或消费这种单一思
维“控制”的人。

语言是一种“魔咒”。当“发爱国
财”“吃人血馒头”等论调在网上泛滥，
它就容易由一种外在的观点，内化为
个人意识，慢慢消磨人的情感。但人是
高级动物，我们的理想是“诗意地栖居
在大地上”，更需要以高尚的情操来对
抗消费文化所带来的情感剥离、认知
刻板和思维碎片。

所以，不妨用美的眼光看世界，多
一点诗意情感，别简单地庸俗化一切
关系，或者至少别随意“逼捐”他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黄静

博士争当中学教师的消息，再次
刺激了舆论敏感神经。日前，“中学教
师面试一半是博士”的话题冲上热搜
第一。

据报道，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的
硕士研究生缑晓雪表示，自己最近参
加了一个深圳“四大校”（深圳最好的
四所中学之一）的面试，生物学进入面
试的有7个人，7人中有4个人都是博
士，她听在场面试的人说，化学那边应
聘的全都是博士。

应该看到，教书育人本就是伟大
的职业。优质高中引入视野开阔、掌握
学术前沿知识的“新人”，也能激发教
育的“一池活水”。让孩子们从书堆中
抬起头来，望向知识宝塔上更璀璨的
明珠。从这个角度出发，“高才”去中学
不等于大材小用。有些声音哀叹“学历

贬值、博士内卷”，认定学校只想拿人
才往自己脸上贴金，甚至戏谑博士的
渊博学识一旦进了高中还不如刷题应
试有用……如此猜度，未免太过狭隘。

开放的时代，人才尽可以自由流
动，寻找最能施展抱负的舞台。人生没
有白走的路，更没有白读的书。无论是
博士争当中学教师，还是此前的行星
学博士应聘社区干事、基金经理考公
务员，只要是更适合本人职业愿景的
选择，即便与公众认知存在落差，都不
该成为他人冷嘲热讽的话题。

最优秀的人才投身基础教育，无可
厚非。可如果最优秀的人才都为了“求稳”

“避险”，单纯受就业指挥棒驱使，只看眼
前待遇不重长远“前途”，长此以往，未免
让高质量人才施展的舞台日益逼仄。

与此同时，也应重视部分专业存
在的博士“过剩”现象。不妨及时调整
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结构，改革高层
次人才培养机制，让更多人得以人尽
其才、用当其时，在职场充分发挥所学
所用，避免遭遇“大材小用”的尴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
员 白晶晶

这是一个打着中医的幌子、宣
称“能治一切疾病”的组织。据报道，
近几年，靠着网络宣传和线下“培
训”，一家号称“可治疗一切疾病”的
组织“原始点”在国内多地传播，拥
趸者甚多。推广“原始点”的门店有
上百家，微信公众号也开了数十个。
媒体调查发现，在“治病”旗号的背
后，该组织获利颇丰。仅在一家公众
号的网店内，“姜”产品就售出25万
件，销售额超过500万元。

据报道，一个名为“原始点服务
号”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显示，
在武汉举办免费的原始点公益教学
养生营，“如果您遇到腰椎、常年头

疼、高血压、糖尿病、妇科炎症、皮肤
病等亚健康问题，以及家庭、事业、孩
子叛逆等问题，都可以报名参加此次
的培训班。”

既然“培训班”如此神奇，想要
参与其中，自然少不了真金白银的
付出。虽然打着“全公益、全免费”的
旗号，但这显然只是套路的常规操
作。报名要交报名确定金200元，如
果有学员对200元的报名费发出质
疑，对方称，“钱都是小事情。有些人
计较两百块钱，计较这些就会得病，
因为他的心态有问题，没有慈悲
心。”似乎在用此检验“心诚与否”。

“不信者不医”是“江湖神医”惯用的
话术，实际上，如何理解“不信者不
医”，正是正规医疗机构与“江湖神
医”最大的差别。

赚取福报、累积功德、因果报
应、女德教育……综观“原始点”的

培训内容，无不透露着腐朽霉烂的
味道，但“原始点”的醉翁之意显然
不仅于此。实际上，在包打天下的

“培训班”里面，还隐藏着一味包治
百病的“神药”：姜。在过去一些被包
装的治病“神医”手中，似乎每人都
有一味独步江湖的“神药”。这些“神
药”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们虽然司空
见惯，但只有在“神医”手中，才能赋
予它们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看到
这一切，不由得令人叹服这种点石
成金的话术。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不
少治病“神话”已变成了“谎话”，进
而沦为了“笑话”。而这里的“姜治百
病”又还能坚持多久呢？

有目共睹的是，一些包治百病
的理论都喜欢打着“中医”的旗号招
摇过市，虽然看似热衷于以“传统医
学”圈粉吸金，但他们其实是传统医
学最大的破坏者和抹黑者。“理法

方”全无，上来就是推销“神药”，任
凭再怎么鼓动唇舌，一些伪大师们
开出的“药方”越来越离奇，有人因
此贻误治疗、养痈成患。

健康产业方兴未艾，浑水摸鱼
的伪中医、假治病，不仅是对公众健
康的极大威胁，同时也是对整个产
业的严重破坏。相比起普通人，相关
监管部门更需要擦亮眼睛，形形色
色的养生营到底在“养”什么，确实
应该好好查一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
员 赵志疆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发布公告，
启动面向“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轮
候家庭组织选房。今年8月，北京市
住建委发布新规，为了落实国家的
三孩政策，规定今后对取得公租房
备案资格的低保（含分散供养的特
困家庭）、低收入、重残、大病等特殊
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
家庭以及轮候时间超过5年的家庭，
区住保部门可结合本区实际，直接
发放选房通知单组织选房。

这是北京首批多孩家庭直接配
租公租房。相较于原来的漫长等待，
可直接拿通知单选房，相当于“抄近
路”，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对那些未
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来说，这

是重大利好。
这个新规，使得北京成为全国

首个在公租房分配上落实国家三孩
政策的城市。作为首都，北京率先迈
出这一步，显然具有导向意义，为其
他地方推出类似新规提供了借鉴。

事实上，北京的这个做法，是实
招，也是响应国家号召。《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简称《决
定》）中有“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的表述，一项具体措施是“地方
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
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
庭，可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
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简言
之，对多孩家庭直接配租公租房是
落实国家规定的应有之义。

《决定》还规定，地方政府可以
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
情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
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除了
出台租赁新规，在未成年子女数量
较多的家庭购房时也要提供优惠。
毕竟，租房并非长久之计，孩子一

多，购房需求也就上来了。
由北京对二孩及以上家庭直接

配租公租房，可联系到最近各地的
一些鼓励措施。你发育儿津贴，我给
超长假期；你推出购房租房优惠，我
将三孩生育费用纳入医疗保障……
各地为鼓励生育，纷纷出招。

这些招数是不是大招？参照一
些网友的观点，可感觉到民众对此
似乎并未感到精神一振，仍觉得激
励措施不够给力。如果措施力度过
小，缺少吸引力，谁会买账呢？

为此，地方政府出台的激励措
施还可以更丰富一些，力度可以更
大一些，尽可能让措施更具含金量。
含金量体现在两个层次，一个是直
接给钱给补贴，另一个是措施暖人
心，让民众很受用，像假期长一点、
购房优惠大一点。

中央一再强调，做好民生工作，
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八个字
同样适用于鼓励生育。尽力而为体现
在尽最大可能出台优厚措施，不能像
挤牙膏似的，民众呼吁一下才给一
点，而要主动出击；量力而行体现在

结合自身实际，实行精准鼓励，如果
地方财力不足，非要向经济发达地区
看齐，则大可不必。不冒进，不攀比。

无论高招还是实招，归根结底
需要兑现，兑现了才能见效。各地出
台激励措施前，不妨多倾听民意，与
民众形成良性互动，尽可能地结合
当地实际，找到利益平衡点，实现利
益最大化。

如今，《决定》发布已经两个多
月。目前看，一些地方已经动起来
了，但多数地方似乎“按兵不动”，仍
在观望之中。毋庸置疑，出台鼓励措
施越早越周全、越有吸引力就越能
见效，如果迟迟不动，则可能错失良
机。切实解决民众后顾之忧，释放生
育潜能，不能拖也不能等。

确保优化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
效，这是中央下达的硬性任务。“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期待各地都能发挥
主观能动性，为更好地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胆子再大一
点，步伐再快一点，招数再实一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
员 王石川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明天开院
就诊攻略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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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锦

江区锦江大道368号3栋1楼59、
65、66、67、2楼42号（部分）商铺
1903.81平方米的商业物业进行
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业态为全
业态， 详询成都市兴东置业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电 话：
028-87776969。
●都江堰天府丽都一栋五层楼
销售、出租，面积5200平米。 联
系人颜先生15292851335地址
都江堰天府大道金江路310号

声明·公告

●四川省蜀风尚品食品有限公
司原法人林江法人章 （编号51
01075000267）遗失作废。
●成都市鑫辉德物流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8656000遗失
作废。
●成都源明高新技术开发中心
（注册号：5101001801326）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微牧食品有限公司原法
人赵波法人章(编号510100809
4291)遗失作废。
●黄锦瑞遗失成都同森锦城投
资有限公司开具的金棕榈13栋
1单元3103室住房房款收据，
票号jc201608241234819金额：
792808元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成都市保安服务公司金堂分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21771209101Y，企业类型：全民
所有制） 改制事宜已经上级单
位批准立项， 目前已正式启动
改制程序， 拟由全民所有制变
更为国有全资子公司。 凡与本
单位存在相关利益 （包括但不
限于股权、债权债务）的单位和
个人， 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 持本人身份证及相关
材料， 到公司办理身份认定及
相关权益核对登记等事宜。逾
期未登记者，视为放弃权益。特
此公告!
成都市保安服务公司金堂分公
司 2021年10月12日

●新都区斑竹园镇嘉德瑞门窗
经营部公章编号510114003519
1遗失作废。
●成都怡心福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160086579遗
失作废。
●成都茶柒缘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原法人冯涛法人章编号51
01250055073遗失作废。
●四川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发票章 （编号：510108544858
8）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铁头娃科技有限公司王
小春法人章编号510106016933
5遗失作废。
●成都巴德富科技有限公司其
他类型章 (编码：5101295002
847)遗失作废。

●成都天策盟润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95940989
遗失作废。
●锦江尚善堂中医馆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杨济之法人章（编
号5101045064060）遗失作废
●成都懿川物流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140006712）遗
失作废。
●成都凯聪利东商贸店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6
AL6W604）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作废。
●成都市喜香园林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编号510100901213
3，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01
2134， 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0
9052466均遗失作废。

●成都火麟凤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夏秋媚法人章编号510107
5407455遗失作废。
●成都市德邦乐商贸有限公司
王枭法定代表人名章 (编码：
5101295024028) 遗失作废。
●成都寓言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70624068150）
、法定代表人名章（杨智，编号
5101075413442）、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75413441）、法定名
称章 （编号5101075055694）、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055
695）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帛远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85274914）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温江区学府幼儿园，
原法人杨韬法人章 (编号:51011
50044643）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温江区玲玲幼儿园，
原法人刘宪太法人章 （编号:5
101235092793）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悟空健身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401
48888遗失作废。
●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印
刷序列号 5297270609-624、
5297270688-690、532678701
1-7041、5326787492-519、529
7236191、5297103342、529710
3339、5297235797遗失作废。
●成都意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尧荣奎法人章编号5101085018
749遗失作废。

●成都汇玩极限体育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100
184272）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郑小花不慎将鹏瑞利（成都）
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给榴莲家
纺品牌的租赁保证金收据 （编
号：QY19011816； 金额：1160.22
元）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兰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5390746遗失
作废。
●金牛区向孝兰鲜肉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6
MA6CQR9U7C）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作废。

明天，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天
府大道南二段3966号的四川大学华
西天府医院将正式开院。据了解，华
西天府医院总投资额约40亿元，总
建筑面积约26.1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1200张、手术室66间、停车位2000
个。主体建筑按照功能分为门诊医
技楼、住院楼、特需医疗楼、行政楼、
后勤楼，开放临床科室37个，医技科
室9个。

①现场探访
志愿者体验就诊 最大感受是“快”

11日上午9点，记者与40位志愿
者一起，参与了四川大学华西天府
医院正式开院前的最后一次联调联
试。

门诊楼大厅，有自助挂号和人
工挂号可供志愿者自行选择。其中，
自助挂号机一旁有专门的医务人员
现场“手把手”指导。门诊药房里，自
助发药机已经在运作。区别于传统
的人工发药流程，自助发药机是将
药品调配好之后放入机器，待患者
拿药时通过药房专用的传输带，直
接送入窗口医生的手中。

在门诊部，前来采血的志愿者
贾阿姨说起新医院的就诊流程有什
么特点，她认为就是一个“快”字。

“以前都是慢慢的，到了这儿，各种

检查都很方便，医护人员也很贴
心。”贾阿姨说，不管是挂号、自助采
血等流程，都大大降低了就诊时间。

②智慧管理
已实现无卡就诊

记者了解到，医院就诊过程已
实现从注册、挂号、报道、缴费的全
面无卡就诊。对于老年患者群体，门
诊智能机器人可以提供智能语音导
诊和指引。此外，自助发药机和自助
采血机也安装完毕，有效降低了患
者的等待时间。

记者在现场看到，使用自助采
血机时，医务人员可以在进行人工
采血时，与患者对应的信息码就同
步打印出来了。针对一些老年患者，
自助采血机配套的血管扫描仪可以
最快、最准确地找到患者血管的位
置，以便医护人员进行采血操作。

在医院的病房中，病床均安装
有床旁交互系统、智能输液系统和
呼叫系统，病人可随时查看费用，甚
至实现点餐、护工聘请等功能。

在ICU、传染病房等区域，还安装
了一体化的远程探视系统。病房统一
配备了远程联合查房车，随时随地与
华西医院进行联合查房、远程会诊、
多科会诊，保证医疗安全。另外，所有
手术室，均按照智慧手术室标准进行

建设，能够完成高清4K的手术转播。

③整体概况
日门诊量预计可超5000人次

据介绍，华西天府医院总投资
额约4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6.1万平
方米，设置床位1200张、手术室66
间、停车位2000个。主体建筑按照功
能分为门诊医技楼、住院楼、特需医
疗楼、行政楼、后勤楼，开放临床科
室37个，医技科室9个，日门诊量预
计可超5000人次，年诊疗量预计可
达200万人次。

记者了解到，华西天府医院与
华西医院本部，所有医疗健康信息、
检验检查数据在同一个平台上运
行，检查结果互通，人力资源共享，
实现病人诊疗临床路径、治疗方案
完全一致。通过实时远程会诊、实时
院间会诊和患者双向转诊的绿色通
道，能够实现两院医疗诊治无缝对
接。医务人员方面，华西天府医院的
临床医生全部由华西医院派驻，护
士全部由华西医院规范化培训合格
后留用，本部各科室知名专家将会
陆续到华西天府医院坐诊。

四个
注意事项

记者了解到，作为天府新区首家
“华西牌”的综合性公立医院，华西天
府医院共有临床科室37个，但是，在开
院初期，暂时只开放骨科、泌尿外科、
眼科、肾脏内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
风湿免疫科、神经内科这8个临床科室
的门诊。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门诊就
诊步骤可以概括为：一张就诊卡、二个就
诊区域、三个检验科室和四个注意事项。

●一张就诊卡
如果原本就有华西医院注册就诊

卡，可直接前往就诊。没有注册就诊卡
的患者，可以用身份证、户口簿、二代社
保卡直接在华西天府医院公众号、华西
医院微信公众号或华医通APP上办理
电子健康卡。需要注意的是，已经有电
子健康卡的患者，只需要在“华医通”中
选取“华西天府医院”，点击“卡同步”。

●两个就诊区域
由于现在还在运行初期阶段，所以

门诊只开放了两个就诊区域，即一楼A2
区和二楼B1区。一楼A2区：骨科、泌尿
外科、风湿免疫科、肾脏内科、康复医学
科、疼痛科、神经内科。二楼B1区：眼科。

●三个检验/检查科室
看完诊，仔细查看导诊单：
1.需要直接拿药或者抽血的患

者，直接前往1楼门诊药房或2楼第一
采血大厅。

2.需要进一步做彩超、CT、DR、
核磁共振（MRI）等检查的患者，交完
费后需要在门诊1楼A1区“患者综合
服务中心”集中预约相关检查项目。

●四个注意事项
1.根据新冠疫情防控需要，门诊

就诊患者及陪同家属必须佩戴口罩，
最多限一位家人陪同看诊；所有患者
及陪同家属在进入门诊大楼前均需要
接受体温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出示
健康码和场所码。

2.在手机上预约并支付成功的患者
无需现场取号，上午的预约号在11：00之
前到达诊区，下午的预约号在15：00之前
到达诊区，持就诊卡先报到再候诊即可。

3.因急诊、肠道门诊、ICU、住院
病房暂未开放，为了救治的及时性，请
急诊患者、危重症患者、腹泻患者、住
院患者这几类患者暂时先去其他医院
及时就诊。

4.目前，门诊特殊疾病业务暂时
还不能办理，但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
户支付普通门诊费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实习生 郭文艺 摄影报道

二个
就诊区域

三个
检验科室

一张
就诊卡

一定要看：
开院初期暂时只开放8个临床科室

自助采血机配套的血管扫描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