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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见死不能救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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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拉拉强贴车身广告：
公司规定能大过法规？
□ 新华社记者 陈旭
近日，货拉拉强制司机贴车身广告一事再度引发关
注。
“不贴公司罚，贴了交警罚”。拿公司内部规定冲撞法律
红线，
出了事让司机背锅，
货拉拉这祸惹得不小。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机动车喷涂、
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的，
不得影响安全驾驶。货拉拉有车
辆因车贴面积过大，
且遮挡后窗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被处罚。
有报道显示，在 2017 年，货拉拉在成都等地就因车贴影
响行车安全被约谈。货拉拉可谓屡教不改。
公司规定岂能凌驾法规之上？行车安全岂容忽视？我
们希望，在职能部门约谈下，货拉拉能够痛下决心、源头整
改，
在落实规范、
保障行车安全上别再拖拖拉拉。

排放核废水入海
日方不可一意孤行

摆在医
疗从业者面
前的，
除了继
续研发新药
和提高治疗
手段之外，
如
何让医生和
患者之间的
沟通更顺畅，
更有效，
让普
通人别拒绝
医生递来的
救命稻草，
从
而避免或减
少这种“见死
不能救”的悲
剧发生，
可能
是很值得去
思考的。

□ 新华社记者 华义 傅云威
日本政府 13 日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
污染水排入大海，多国对此表示质疑和反对。对这一关系
本国民众、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和国际公共健康安全的
大事，日方不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一意孤行的
做法极其不负责任。
日方本可用其他手段处理这些核废水。有业内人士指
出，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可以通过增设储水罐的方式
来存放核废水，然而日本政府和东电方面称，这种方式需要
大量时间与地方政府协调等，远距离输送核废水也需要更
大的工作量，排放核废水入海，是“成本最低、最易操作”的
方案。日本国内一些反对排污入海的人士一针见血指出，
日本政府和东电不是不可为，
而是不想为。
尽管日方口口声声将对核废水进行过滤和稀释后排
放，确保安全性。然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不同于普
通核电站正常运营时产生的含氚废水，这些水不少曾接触
过堆芯熔毁的核燃料，接触的放射性物质极其复杂，氚以外
的放射性物质能否彻底清除令人存疑。如果日方无法履行
口头作出的安全承诺，那么所排放的核废水对全球生态可
能造成深远影响。
东电曾长期隐瞒福岛第一核电站堆芯熔毁的事实，福
岛核废水也曾多次曝出泄漏事故等。由日本民众和学者组
成的原子力市民委员会指出，迄今，日本政府和东电的相关
信息公开和说明是“不正确和不诚实”的。如原子力市民委
员会所说，日本政府和东电如何取得国内外的信任是解决
福岛核废水问题的最大障碍。
关于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排放入
海，多方表示质疑和反对。日本多个环保组织及市民团体
日前向日本政府提交反对这一决定的签名，签名共计约 6.4
万人，签名者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 88 个国家和地区。作为
日本近邻和利益攸关方，中方 13 日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指出
这种做法“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
切身利益”。韩国政府 13 日也对此深表遗憾，要求日本透明
公开污水处理全过程相关信息。韩国外交部同日召见日本
驻韩大使提出严正抗议。
海洋是人类共同财产。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处置问
题不只是日本国内问题。日方应认清自身责任，秉持科学
态度，履行国际义务，对国际社会、周边国家以及本国国民
的严重关切作出应有回应。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
置问题，同各利益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商，是
日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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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的孩子，
因为
弱小、对事物
缺乏最起码
的认知能力
和判断力，
对
他们受到的
任何形式的
伤害，
都需要
一种低容忍
甚至零容忍
的态度，
为他
们构建一层
严密的保护
网，
才能让他
们免予被侵
害的恐惧。

4 月 11 日，一则由株洲中伟房产发布的
讣告在微信群转发。据悉，株洲中伟房产公
司董事长游伟，因心肌缺血拒绝住院，5 天后
猝死。4 月 6 日凌晨，游伟就医时被查出心
肌缺血。医生警告称，不住院随时可能猝
死。但其本人签字拒绝住院，随后，在朋友
圈发文吐槽医院及医生。网友们纷纷表示，
生病时应该谨遵医嘱，配合治疗。
（4 月 13 日
《南方都市报》）
游伟朋友圈的截图这几天有很多网友转
发，大家转发的原因很可能都源于这样的感
慨：医生的警告言犹在耳，但并没有避免这样
一起悲剧的发生，游伟不仅拒绝住院，签署了
拒绝治疗的同意书，而且还在朋友圈里对医
生的诊断冷嘲热讽。然而游伟为此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游伟的同事，以及他的女儿和妻
子，
此刻该有多悲伤和后悔。
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心脏性猝死人数
超过 50 万，且 95%发生在医院外，这也是医生
建议游伟住院的原因，假如是在医院中，这起
悲剧很可能得以避免。50 万人的数据看似惊
人，
但其实这已经是 2013 年的旧数据了，
经过
了 8 年之后，
或许现在猝死的人数还在上升。
在这起悲剧中，游伟不仅拒绝了医生的
住院建议，而且还签署了一份拒绝治疗的同
意书，说实话，作为身体比较健康的人，可能
很多人只听说做手术前需要签署一份同意
书，但拒绝治疗也要签署同意书，有些出乎意
料。这可能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医院的无
奈，
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免责，
避免医疗纠纷。
从这个角度，其实也让人很同情这位发
出警告的医生，很难想象当他让游伟在拒绝
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时的心情，而当他听闻
游伟去世的噩耗时，又该有怎样的负疚感。
的确，医院可能避免了一起医疗纠纷，但是一
个 5 天前还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见
死不救固然可恶，但更多时候，医院面临的可
能是见死不能救的无奈。在这样的悲剧里，

没有人是赢家。
很多人在上学时都学过一篇韩非所写的
古文，叫《扁鹊见蔡桓公》，讲述了神医扁鹊指
出了蔡桓公的病症，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
病入膏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
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但游伟的悲
剧却告诉我们，尽管医疗技术和认知水平与
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讳疾忌医这件事
上，
蔡桓公这样的人依然存在。
这起悲剧折射出很多值得人们总结的问
题，比如对于心脏性猝死的重视，争取具备一
些医学常识，平时发现症状要及时就医等
等。但最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患者对于医生
的信任问题。游伟的悲剧，是典型的不信任
医生所酿成。其实在医患关系上，医生掌握
着丰富的专业知识，一方面的确会让患者感
觉到信息不对等，但另一方面，要相信医者仁
心，
“遵医嘱”三个字，其实往往就等同于一剂
救命的良药。对于普通人可能难以理解和接
受的专业领域而言，对于医生只是常识。这
可能是导致双方产生沟通障碍的原因。
从游伟的这起悲剧中可以看到，
医生凭借
经验和专业知识就能判断出他的身体状况，
但
站在游伟的角度，由于缺乏相关的医疗知识，
导致双方的沟通最终只能靠一纸拒绝治疗同
意书来解决。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
这种签署
拒绝治疗同意书并不少见。游伟的悲剧提醒
了我们，在一纸拒绝治疗同意书的背后，还发
生过或是将要发生多少类似的悲剧呢？
当今的医疗技术和蔡桓公那个时代比可
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但是在医生与患者之
间的沟通方式上，可能不如医疗技术的进步
大。摆在医疗从业者面前的，除了继续研发
新药和提高治疗手段之外，如何让医生和患
者之间的沟通更顺畅，更有效，让不具备相关
医学知识的普通人别拒绝医生递来的救命稻
草，从而避免或减少这种“见死不能救”的悲
剧发生，
可能是很值得去思考的。

男幼师让孩子闻脚掌，
仅仅是玩耍嬉戏？
4 月 12 日，微博网友“穿短裤的情人”爆
料称，江西瑞金某幼儿园一男性幼师，在朋
友圈发布了三张男童闻成人脚掌的照片，其
配文写道“从小培养 m”，更让人气愤的是，男
子还在评论中表示“已经屏蔽家长领导了”。
此事引发热议后，瑞金市教科体局发布
通报，称已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对涉事的红
黄蓝幼儿园和该名教师开展调查，该教师 12
日晚已停职接受调查。4 月 13 日，瑞金市红
黄蓝教育机构也发布情况说明，称“已辞退涉
事助教，
尚未发现强迫、
虐童或猥亵行为。
”
从教科体局到涉事幼儿园，对事件的反
应速度并不慢，但是涉事幼儿园的这份情况
说明，让人有些看不懂。有些事要分场合、
看
情境，才能确定其性质。如果是亲人之间，开
玩笑让孩子闻闻脚掌，无伤大雅。但幼师是
经过专业培训的教育从业者，应该很清楚让
未成年的男童做出同样的行为，显然已经超
出了必要的界限。
所谓虐童，
也决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暴力
伤害，还有可能是精神上的伤害，后者对孩子
的影响甚至可能要远远超过前者。情况说明
中称
“该教师的不当行为已严重违反园所教师
日常行为规范”
，
却又表示
“此行为发生在玩耍
嬉戏过程中”
，
言外之意，
让男童闻脚就是一个
玩笑。如果只是一个玩笑，
何来不当？明显前
后矛盾。不知校方是否注意到，
该男幼师在发
朋友圈时的配文
“从小培养 m”
，
以及在该条朋
友圈下的评论“已经屏蔽家长领导了”？我不
确定该名男幼师是否有恋童的变态心理，
但其
行为本身毫无疑问已经涉嫌猥亵。
理论上，我们不可能苛求幼儿园万无一
失，对每一个入职员工的人品和职业道德都
能做出准确评估，毕竟恋童癖的脑门上不会
写着“恋童”两个字。但既然出了事，涉事幼

儿园就不能置身事外，而应该承担相应的责
任，同时必须认真反思，检讨管理上的漏洞。
但目前来看，瑞金红黄蓝幼儿园似乎只想着
与男幼师的个人行为做切割，而没有认识到
自身的问题。这种大打太极的态度，让人感
到遗憾，
也让人担心，
还会有下一次吗？
校方的调查结论“尚未发现强迫、
虐童或
猥亵行为”，建立在“经调取监控录像和向在
场其他教师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据此我们
是不是可以推断，
“ 男幼师让男童闻脚”这种
在网络上引起众怒的行为，在该幼儿园其他
教师看来都属于正常现象，没有人觉得不妥，
并且类似行为不是第一次发生？若不是“经
网络传播后，造成了恶劣影响”，此事能否得
到幼儿园的重视，
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幼儿园的孩子，因为弱小、
对事物缺乏最
起码的认知能力和判断力，对他们受到的任
何形式的伤害，都需要一种低容忍甚至零容
忍的态度，为他们构建一层严密的保护网，才
能让他们免予被侵害的恐惧。但从瑞金红黄
蓝的回应中，我看不到教育的初心和改进的
诚意，
这是比虐童更令人担心的事情。
“红黄蓝”是学前教育知名品牌。2017 年
11 月，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曾发生过幼师针扎、
喂不明药片的虐童事件，引发一场舆论风波，
红黄蓝也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4 年不到，
红黄蓝再次被推上舆论的浪尖，我无法确定
这是巧合，还是其管理上确实存在隐患。以
常识判断，没有任何一名家长会容忍自己的
孩子去闻一名男幼师脚掌这种变态之事。幼
儿园本应是最安全的地方，当它变得不那么
安全的时候，应该有强烈的痛感和耻感，拿出
彻底整改的决心，而不仅仅是一句场面话“继
续强化教师行为规范和师风师德建议”，就可
以敷衍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