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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铺迸发新生机”是技能的荣光
■金 粟

■薛建国

实名制看病应成为公民自觉

禁手机，“最严校规”也可理解
■高振千

6月1日起，市人民医院(包括

该院分院市妇幼保健院)将实行

“就医实名制”（详见本报 5 月 19

日第10版报道）。

到医院看病，要求报上真名

实姓，这在全国许多地方早已有

之。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

的道理，有病看医生也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按常理讲，没有必

要提供虚假信息。即使有提供信

息者，恐怕也是极个别现象。但

仔细一想，既然医院提出看病实

名制，可见不是个小问题。退一

万步说，哪怕是个别人的行为也

马虎不得。当年非典时期，北京

市通州区一家医院曾收治过一名

打工者，怀疑是非典疑似患者，但

当卫生局工作人员按照打工者提

供的地址进行消毒和隔离时才发

现，他填写的都是虚假信息，姓名

和地址都是公司老板的，给人们

带来巨大恐慌。

上述个案表明，患者向院方

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不是一个

完全可以私化的问题，不仅是不

诚实的表现，而且有违公德，甚至

涉嫌犯罪。特别是那些明知自己

有传染性疾病，但因为害怕被别

人知道而编造虚假信息就医，结

果导致医院无法控制病人的传播

范围，产生重大社会危害。所以，

国家特别规定一些传染病人不但

要用实名看病，还要登记上报。

实名制看病是公民的一种义务，

没有选择的余地。

实名就诊，核心是为了患者，

是医院对患者的一个保护。医院

推行实名就诊，目的是为了更准

确地诊断各种病人的病情，因人

而异地进行科学的诊断和治疗，

并对病人的治疗全程进行跟踪。

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他们的病

情变化，用药情况都需要医生随

访，这就需要病人提供真实的资

料以供查询。患者医生面前不讲

实话，对病情不利，等于“自虐”。

看病实名制，体现了院方对患者

高度负责的态度。

从储蓄实名制到上网实名

制，从普遍实行的买机票实名制

到买火车票实名制，实名制正在

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这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助于维护

公众利益，打击犯罪，规范社会管

理。比如实名储蓄，它对预防职

务犯罪、洗黑钱犯罪等现象就起

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实名制”虽好，但在医院推

行还有一定困难。这个困难主要

是隐私问题。隐私乃难言之隐，

比如性病、未婚先孕等等。任何

实名制的实施，都意味着部分个

人隐私的放弃。一些患者不愿放

弃，就可能流向游医，意味着更大

的医疗风险。这种不愿放弃，很

大程度上与医疗单位诚信度有

关。对患者隐私资料保护意识不

强，措施不严格，让患者信息流向

社会，成了被倒卖的资源等。

实名制看病应成为公民自

觉。若在制度设计上能保证患

者信息不跑风漏气，看病实名制

推行起来可能要容易得多。这

是其一。其二，任何新事物都需

要操作者付出阵痛才能产生和

成长。实名就诊会让医院陷于

“减员”和“增效”的两难选择中，

因为会有病人嫌麻烦而流失到

别的不应用“实名制”的医院中

去。

学生入校严禁携带、使用手

机，若发现一律没收公开销毁。

日前，在河南登封一中例行升国

旗时，学校将“没收”的 21 部手机

当着 3000 名师生的面摔进水盆

销毁。此举引发热议。

为使学生静下心来学习，学

校不惜以公开“销毁”之重典“杀

鸡儆猴”，实在是出于管理上的无

奈，其用心可谓良苦。学生带手

机上学，在课内外使用手机，成为

当今不少学校头疼的事情。规章

制度严厉了，执行起来往往遭遇

许多阻力，而且总是被社会舆论

责怪；处理的力度轻了，学生我行

我素，又常常达不到管理的目的，

手机就这样让校方左右为难。校

纪校风好一点的，学生在学校里

不敢用手机；学校睁一只闭一只

眼的，学生在偷偷摸摸玩；放任不

管的，学生手机泛滥成灾。

许多学校学生手机的拥有率

并不低，而且在讲排场讲攀比的

风气中，学生大都拥有高价位的

智能手机。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做

什么用呢？除了玩上网、游戏、短

信、微信等，实在跟学习毫无关

系；最堂而皇之的借口就是方便

跟家长联系，但学校里已有多种

渠道，比如：校讯通、公用电话、办

公电话，实在不行家长还可以通

过老师与孩子取得联络。学生带

手机进校园基本上是百无一用。

如今网络上的东西五花八

门、良莠不齐，学生使用智能手

机，面临众多负面元素和不良信

息诱惑；无节制地玩游戏、下载不

良内容，使学习、生活容易“脱

轨”；难以自持地痴迷、沉溺于手

机，自然不利于课内外学习；而分

散精力、危害视力、影响身体，更

令很多家长和教师忧心如焚。不

少大人尚且成为“手机控”，作为

自制力更差的未成年人，又怎能

抵挡智能手机的强大诱惑？有人

把智能手机比喻为鸦片，在日复

一日地蚕食着我们的热情与灵

魂，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手机

瘾”的蔓延是个不争的事实。

正因为学生使用手机有百害

而无一利，学校制定各式各样禁

用手机的校规，还真是一切为了

学生。这里的“罪魁祸首”应当属

于家长，源头在于总是不甘落后、

禁不住满足子女买手机的要求，

如此溺爱还真是害了孩子。假如

家长没有给孩子买手机，假如没

有家长的支持和纵容，学校也就

没有学生携带、使用手机的烦恼，

更不必绞尽脑汁跟学生“斗智斗

勇”。

如果是真心实意地为学生

好，那么，禁手机用“最严校规”也

不为过。当然，不管怎样的“最严

校规”，起码也要以合情、合理、合

法为底线。

上个世纪末，制衣业工业化

程度提高，裁缝行业日渐式微，

多数裁缝丢下了自己的技能。

从客观上讲，是生存问题迫使裁

缝放弃本行业；从主观上讲，一些

裁缝也是难耐寂寞，想在商业社

会里谋求更大的利益。像“刘氏

服饰”店主刘氏夫妇那样，在瑞安

开裁缝店20年（详见本报5月14

日第5版报道），守住了自己的一

份技艺，实属不易。如今，“随着

加工特殊体型服装和高端定制消

费的兴起，裁缝这个古老的行业

复活了”，光顾“刘氏服饰”的顾客

络绎不绝，刘氏夫妇可谓守得云

开日出。笔者以为，“裁缝铺迸发

新生机”是技能的荣光。

俗话说得好，“万贯家财，不

如一技在身”，坐吃山也空，技能

才是“源头活水”。对于国家、社

会和他人来说，一技之长的人是

不可或缺的；对于大多数的个体

来说，一技之长是立身处世之

本。技能在身，进可济世，退可

谋生。刘氏夫妇能缝制，能设

计，做个性化衣服，长期服务于

他人，虽走过低谷，终迎来高潮，

传统行业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不过，传统行业得到大众承

认固然可喜，但现代社会更需要

那些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专业技

术人才。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

最不缺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至少

本科毕业的高学历之人，一种是

只有力气、没有技能的低学历之

人。高学历之人得不到高端工

作，许多人成了啃老族；低学历

之人不喜欢低端工作，许多人成

了啃老族。一面是失业率畸高，

一面是技术工奇缺，社会发展遭

遇瓶颈。倘若高学历人群中的

一部分转而去接受职业教育，低

学历的人去学一点实用的技能，

境况必能得到极大改善。

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指

出，要将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

所中的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实

施技能型和学习型两种高考模

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业结构

型矛盾会得以解决，会有越来越多

的人沐浴着技能的荣光。

5 月 20 日因谐音“我爱你”

被网友誉为“表白日”。当天，

全国各地结婚登记中心迎来登

记 高 潮 ，其 中 也 不 乏 盲 从 者。

重庆一对新人，在当天上午领

了证，下午就闹矛盾来离婚。

（陶小莫 画）

游览【兰亭景区】。走进兰亭，朝拜晋圣：参观鹅池碑、

御碑亭、兰亭碑、右军祠等景点，欣赏历代名家墨宝、各体书

风；曲水流觞，亲临体验：亲身体验敬香、行礼、修禊舞表演、

香薰洒身、曲水流觞、饮可乐作诗等环节，感受千年前兰亭

雅集的趣味；书法体验，我写我秀：体验锥画沙盘、金砖习

字、描红、装框，作品还可以带回家给爸妈一起欣赏。

中餐后游览【会稽山—大禹陵景区】。走进享殿，祭

祀大禹：会稽凭古，零距离走近华夏远古祖先。禹庙是一

个精神的朝拜地，那里翠树环绕，自然生态优美，步入林

间，鸟鸣风动。 住宿：绍兴

注：每位营员统一提供双肩包 1 个，文化衫 2 件。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6 月 25 日，额满将提前结束报名。
报名地点：瑞安市云海花苑一期 2 幢 1A 室
瑞安日报大楼一楼市民服务中心（安阳新区安福路30号）
联系方式：66883918 13706688086

绍兴是一座古朴的城市，每个台门都隐藏着一个故事。《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兰亭集序》、《回乡偶书》这些语文课
本里的文章，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厚重感⋯⋯

跟着课本，伴随记忆，尽情遨游于课本里的绍兴！
我们的主题：跟着课本游绍兴 我们的口号：加油，好孩子！
我们的目标：寓学于游，其乐无穷！
出游时间：7 月 2 日至 7 月 5 日
活动费用：1500 元 年龄要求：小学二年级以上一、经典推荐线路

早上出发赴绍兴，中餐后游【文豪诞生地——鲁迅故

里】。私塾旧校，亲身感受：到三味书屋私塾上课，穿长衫、戴

瓜皮帽，跟先生一起念《三字经》、对对子；户外课堂，尽情玩

耍：在百草园里寻找课本里的“桑葚、菜畦、泥墙根、皂荚树

… ”

游览【宋代名园——沈园】。走进沈园，寻访名作：感受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爱国爱乡情怀，品味千古名篇《钗

头凤》背后动人的故事。跟着郭沫若《访沈园》，感受江南园

林的韵味，记录自己沈园游记。 住宿：绍兴

参观【中国绍兴黄酒城】。一粒米如何变成一

滴醇厚浓郁的绍兴酒，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黄酒的

历史渊源；黄酒讲座，花雕DIY：通过讲座感受黄酒

文化底蕴，了解黄酒酿造过程，在老师的指导下描

绘漂亮的花雕酒坛，并把花雕酒坛带回家作纪念。

中餐后游览浙江三大名湖之一的【东湖】，观秀

美湖光，赏崖壁、岩洞、石桥、湖面巧妙结合。坐在

东湖窄窄的乌篷船里，感受课文《社戏》里鲁迅儿时

看社戏的乐趣。

早餐后，赴【柯岩鉴湖鲁镇

风景区】。学习古代的采石工

艺、回音壁的原理，越中名士

苑，鉴湖风光，阿 Q、祥林嫂等

鲁迅作品里的人物和你亲密接

触。中餐后返回！

第 1 天：『鲁迅故里旧

私塾 沈氏园里访名作』

第 2 天：『走进兰亭赏

书法 会稽山下祭大禹』

第 3 天 ：『黄 酒 城 里 DIY

自己动手做“花雕”』

第 4 天：『在柯岩找寻

阿 Q、祥林嫂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