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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危不惜身 功成悄然去

平凡英雄感動羊城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十二日電】6 月份不到 10 天時

間裡，廣東連續湧現多位見義勇為的平民英雄，他們或路
見危難挺身救人，或慷慨解囊仗義疏財，其感人行動成為
城中話題。

6月3日，廣州天河區東圃一小區內，一名3歲女童在4
樓家中陽台失足，頭卡防盜網命懸一線。一名路過的黃衣
男青年挺身而上，不顧安危從3樓懸空進行營救，足足將女
童托舉了十餘分鐘。經過眾街坊合力營救，女童最後安全
着陸，當所有人為女童獲救而歡呼時， 「黃衣男」默默離
開了現場，消失於車水馬龍中。

6月5日晚，江西籍流浪漢賀小平突發急性闌尾炎，因
為無錢支付手術費用病臥廣州街頭，行將絕望之時，一個
陌生而溫暖的聲音讓他看到了生的希望， 「救人要緊，多
少錢我來付！」一名開黑色凌志轎車的中年男子付了8000
元治療費，將他從死亡線上拉回。

11日上午，肇慶高新區景安街一棟居民樓上，又幾乎
重現了與廣州 「黃衣男」勇救小孩相同的一幕：一名兩歲
半的女童懸空卡在自家陽台防盜網的縫隙中，一位鄰居冒
着生命危險從樓外攀爬而下，及時托住女童，最終使得女
童轉危為安。

在網上網下的 「全城搜尋」下，本月9日，勇救3歲女
童的 「黃衣男」周沖終於在廣州天河東圃珠村被找到。廣
州市社工委、廣東省見義勇為基金會等部門登門向周沖頒
發了 「見義勇為好市民」證書，並分別送上兩萬元慰問金
。這是廣州有史以來首次以最高上限的標準獎勵慰問無受
傷、犧牲情節的見義勇為人員。

港大深圳醫院七一開業
採用港式管理 助推醫療改革

深圳市民享港式醫療服務進入倒計時。記者從
有關部門了解到，備受關注的港大深圳醫院定於七
月一日開業。 「患者就醫全部採用預約制，首診病
人需看全科醫生，醫院引入志願者服務」 ，這些為
深圳市公立醫院所不具備的港式醫療服務，令深圳
市民心中充滿期待。而港大醫院在藥品採購環節採
取實名制投票招標制度，對內地醫院正在進行的醫
療改革也具有借鑒意義。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二日電】

記者了解到，港大深圳醫院作為公立醫院改革的試點，將
從人事制度、薪酬制度和收費制度等多方面推行改革。相比內
地醫院，港大深圳醫院最大的改變其實不是在醫療技術方面，
而是在文化、管理方面。從今天起，該院面向普通市民招募志
願者，志願者將主要在院內為病人提供服務，深圳大學醫學院
的30名學生成為第一批志願者。

視醫生服務質量定薪酬
近日港大深圳醫院加緊招兵買馬，首批招聘於今日結束，

115 個護士 62 名醫生已經全部招滿，應聘醫生的人數超過了招
聘的十幾倍。

據了解，港大深圳醫院實行全員聘用制，自主招聘和解聘
工作人員。醫院在政府核定的工資總額內，自主確定薪酬待遇
，每年制定員額崗位和工資預算，經董事會批准後執行。薪酬
評估標準包括醫生看病時的服務質量，看手術有多少有併發症
，有沒有投訴，患者滿不滿意，合作團隊的醫護人員滿不滿意
等等。

據介紹，由於醫生獎金與科室收入不掛鈎，醫生開多少藥
、做多少檢查都不可能增加自己的收入，所以能夠正確地引導
醫生的價值取向。醫生的薪酬裡每月將按比例扣除一部分作為
約滿酬金。員工在合同期滿時，經醫院考核，對其在合同期工
作表現滿意，就可一次性獲得這一筆約滿酬金。這一創新制度
也促使醫務人員要努力地提高醫療服務質量。

藥品招標採購防堵腐敗
近日深圳多家醫院16名工作人員因涉嫌在醫療設備、藥品

、耗材採購過程中的商業受賄犯罪被立案偵查。深圳醫藥改革
將首先選取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進行試點，探索建立醫院與藥品
生產企業之間的直銷渠道，減少流通環節，降低藥價。

3月初，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首次藥品招標遴選順利完成，
1049藥品標的得以確定，其整合了深圳市內三家綜合性三甲醫
院藥品目錄、該院專家用藥申請和香港家庭醫生藥品目錄。據
介紹，藥品採購監督委員會的全程監督下，該院專家分別對藥
品廠家與經銷商進行了招標遴選，在參考市衛人委2009年藥品
配送企業排名等相關資料的情況下，採用實名制投票評審，以
得票數高品種入選。

前半年試業期不設急診
港大深圳醫院計劃提供每日300人次的門診服務，涉及內科

、外科、婦科、兒科、骨科、內窺鏡中心、病理科、檢驗科、
放射科、超聲科、全科和體檢科，但不設急診。住院部開設80
張病床。開展 「日間手術」（即門診手術）業務，但不提供需
要住院治療的 「大手術」。開業前半年為試業期，試業後，港
大深圳醫院日門診量將增加至每天800人次，開放病床300張，
仍然不設急診。到2013年底，開設急診，全院2000張病床全面
開放，日門診量提升至8000人次，醫院全面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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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衣男」、 「凌志哥」、 「托
舉哥」，連日來在廣東集中湧現出的
多位 「最美路人」，帶給我們不少思
索和感悟。這些 「平民英雄」原本都
是我們身邊外表平常、生活平凡的普
通人，卻在某個意外瞬間陡然煥發出
令人敬仰的耀眼光亮。與此前 「最美
司機」吳斌強忍劇痛挽救乘客性命、
「最美媽媽」吳菊萍迅疾出手接住墜

樓兒童、 「最美女教師」張麗莉為救
學生英勇負傷，一起定格為感人肺腑
的心靈圖景。在現今這個道德底線不
斷淪陷的時代裡，讓我們看到了人性
本善的光輝。

同樣值得肯定的，是在這幾起事
件上各地政府所作出的迅速反應。與
以往 「重名輕利」的宣傳方式相比，
如今政府更注重在倡導學習英雄的同
時積極幫助英雄，尊重他們的利益訴
求，解決好他們的實際困難，讓英雄
及其家人切實感受到政府的關懷和社
會的溫暖。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總是感慨好
人太少、好人難當，直至在情節極端
典型的 「小悅悅事件」中，18名淡漠
的路人，刺痛了億萬人的心，而伸出
援手的 「拾荒老人」陳賢妹的出現，
恰似將一個石塊扔進了社會道德的渾
水裡，因為她，每個人都不得不重新
標繪自己和那朵骯髒水花的距離。

出現這種情況，自然與當今社會
道德滑坡、拜金主義氾濫等因素不無
關係，但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時
下社會，依然缺乏激勵好人好事的機

制。就輿論環境而言，那種不支持、不認可，甚至
說怪話、冷嘲熱諷、無端猜測動機的現象仍時有所
見，特別是見不得對好人好事給予物質獎勵，硬要
將奉獻和回報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難免會形成為
難好人、傷害好人的不良風氣。而一旦英雄們在見
義勇為中身體受傷或利益受損，又經常面臨着索賠
無門的尷尬，不得不承受 「流血又流淚」的不公平
待遇。長此以往，在做好事等同於 「犯傻」的暗示
中，呼喚美德的聲音又怎麼會有感召力？

社會需要正能量，而正能量需要扶持培植的土
壤。崇尚好人好事，除了精神層面的倡導，在實際
利益上也應當向好人傾斜，因為這不只是對好人的
肯定，更是對道德風尚的弘揚。所謂 「價值導向」
，往往必須將 「價值」和 「導向」鏈接起來，才能
真正產生 「導向」。

細究起來，見義勇為者的主動行為，實際上替
國家履行了一部分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職責
，讓社會秩序得到相應的維護，可以說，國家是見
義勇為的受益者。從這個角度看，對見義勇為最有
效的保障，應是盡快建立國家補償責任機制，這既
符合情理和法理，又能營造一個好人受尊敬、得實
惠的社會環境。只有扶持好人的力量日益強勁起來
，才能形成改進社會環境的巨大推動力，人們才會
時時清除內心的塵垢，堅守基本的人性原則，開藥
方時不會讓病人多花冤枉錢，造醬油時不會下點工
業鹽，當官的不會默許違法強拆，一切都會向善生
長。

總之， 「黃衣男」、 「托舉哥」等的出現，再
次印證了，平凡與偉大、庸碌與高尚之間，往往
只有咫尺距離。如果有向上托舉的力量，每一
個 「路人甲」，都可能感動中國。因為我
們的心中，其實都藏了 「平民英雄」
的種子，只要用力托舉，就能破土發
芽。 時時評評

曼玲

【本報訊】香
港大學外科學系系
主任盧寵茂，最近
與部門同事一起到

即將啟用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視察。他認為
，雖然醫院內部裝潢尚未完成，但已經可以
想見其規模之龐大與設計之現代化。

港大深圳全院共有病床 2000 張，全是
單人、雙人或三人病房，沒有香港人常見的
公立醫院 30 人大房。盧寵茂稱，醫院大堂
與醫技樓中庭相連，寬敞堂皇，與美國最先
進的醫院如洛杉磯加州大學Ronald Reagan
醫療中心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至於盧寵茂最關心的手術室，港大深圳
醫院擁有 44 個手術室，設計先進，且全部
位於同一樓層！

集臨床、教學、科研於一身的港大深圳

醫院，營運開支全由深圳市政府承擔，卻交
由香港大學醫學院全權管理，對此盧寵茂不
得不佩服深圳市政府的信心和決心。他表示
，透過新醫院出資，港大醫學院可以挽留和
增聘人才，間接為香港的公營醫療增加人力
資源，從而為督導和培訓新醫院聘請的醫護
人員提供足夠人手。

盧寵茂認為，新醫院若能成功將港大醫
學院國際級醫療水平移植到內地，將會是內
地醫療改革的榜樣，影響深遠。

另一方面，新醫院距離香港邊境不遠，
從西部通道過境後，只需五分鐘的車程便可
到達。住在新界北的居民前往就醫，肯定要
比去香港的醫院更方便！新醫院不單服務內
地居民，還為香港居民──包括在內地居住
的香港人──提供另一選擇。這是內地香港
的雙贏。

盧寵茂：
交通便利服務兩地人
特稿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外景
王一梅攝

【本報訊】據中國政府網消息，中國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1日下午在中國科學院
第十六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一次
院士大會上為兩院院士作報告。

溫家寶說： 「我主要是和大家談談心
，談談我對一些重大科技問題的思考。」

溫家寶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引用大
量事例，從對科技體制改革的探索、制定
實施重大科技發展規劃、推動實施重大科
技行動、關係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科技問
題、積極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戰等

五個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
在談及積極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

挑戰時，溫家寶說，當今世界正處於新科
技革命的時代，新產業革命初現端倪，一
些重要科技領域顯現出發生革命性突破的
先兆。我們必須目光遠大，把握機遇，在
這場競爭中努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縮小與
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溫家寶希望兩院院士和科技工作者清
醒認識中國科學技術總體能力和水平存在
的差距，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和憂患意識。

溫家寶說，要提倡富有生氣、不受約
束、敢於發明和創造的學術自由。學術研
究要鼓勵爭鳴，因為只有爭鳴才能激發批
判思維。批判思維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
精神狀態，是一種獨立思考精神。要尊重
個性，一個沒有個性的社會是沒有生命力
和創造力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繁
榮昌盛，關鍵在於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
創造潛力和獨立思考精神能否得到發揮。
要把培養和發現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放手
讓青年人施展才幹。

內地醫院VS港式醫院

就診

掛號

交費

服務

家庭醫
生

深圳公立醫院

病人直接到醫院，隨
時就診。

想看哪科就掛哪一科
的號，想看哪個醫生
就掛哪個醫生的號。

多次交費，包括掛號
費，檢查費和藥費，
至少三次分別交費，
收費標準按深圳相關
規定，價格不同。

前台導醫，僅告訴病
人要去的科室在幾樓。

無家庭醫生

港式醫院

需要預約

先看全科醫生，初
診的患者不能直接
掛專科醫生的號。

實行門診 「打包收
費」 ，就診時一次
性收取包括掛號費
、診金、檢查費和
藥費的 「打包」 費
用。初步擬定每人
每次收取200元。

有志願者告知病人
看病的流程，幫助
病人去取報告等。

首次將家庭醫生引
入深圳，院內出診
，條件成熟後，有
可能進入社區為居
民服務。

線路一：從香港大學深
圳醫院走約 580 米到紅樹林
站乘坐 339 路、362 路、339
路（高峰快線）到水圍村站
（福田）下，走約 660 米到
福田口岸。

線路二：從香港大學深
圳醫院走約 620 米到地鐵僑
城東站 C1 出入口乘坐地鐵
羅寶線（1 號線）到會展中
心站轉乘龍華線（4 號線）
到福田口岸站B出入口下。
走約90米到福田口岸。

話你知話你知

▲11日，溫家寶為兩院院士作報告 新華社

全科門診200元搞掂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二日電】香港

大學深圳醫院將實行門診 「打包收費」，就
診時一次性收取包括掛號費、診金、檢查費
和藥費的 「打包」費用。初步擬定每人每次
收取200元，試行6個月後檢討收費是否適
合，再作調整。

門診 「打包收費」包括掛號費、診金、
基本檢查費和藥費等，但不包括彩超、核磁
和CT等檢查費用。據介紹，能夠實行 「打
包收費」的重要條件是醫生的薪酬與病人繳
費多少沒有關係，而是由其資歷、從事的崗
位及工作表現而確定。

「打包收費」該收多少錢才合適呢？深
圳衛人委負責人表示，日前，市衛人委、市
發改委與社保3部門進行了協商，基本同意
參照深圳市3家最好的三甲醫院，市人民醫
院、北大深圳醫院和市第二人民醫院近兩年
的平均門診費用來核定。該負責人稱，這三
家三甲醫院最高的門診費用為每人每次260
元，平均為230元。 「我們建議略低於平均
標準，按照200元每人每次來收費。」該負
責人說，先試行6個月，再對實施效果進行
評估，之後再檢討和修改。

港大深圳醫院交通指南港大深圳醫院交通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