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苏州、无锡、南京等地学生家长反
映，孩子出现了流鼻血、头晕、起红疹等症状，
疑与学校的塑胶跑道气味呛人有关。专家表
示，劣质塑胶的毒性严重危害学生健康，甚至
可致绝育。（据 10月 13日央广网）

媒体在调查中发现，我国已建室外塑胶
跑道的有毒检测居然是一项行业空白。从涉
事学校到业内人士都表示，由于国家层面没
有统一标准，塑胶跑道从生产，到招投标采
购、建设施工等各环节都缺乏明确的标准，以
至于当地环保、住建、教育、质监、体育局等相
关部门均无法做到有效监管。

没有全国统一的检测标准，固然会造成
一定的困扰，可总有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产品
的底线标准必须执行——无毒无害。塑胶跑
道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还不能够第一时间引起
警惕吗？无论是制定塑胶跑道全国标准，还是
履行现有相关质量检测标准，让环保、教育、质
监等部门打起十二分精神来严防劣质塑胶跑
道害人，都是当务之急。⑧9 （许晓明）

别误读了“拾金不昧奖10%”
新通过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明

确规定，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
拾获财物价值 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
励。（见 10月 13日《新快报》）

“拾金不昧奖 10%”的规定自 2012年开始
征求意见以来就饱受争议，关键在于“失主领
回失物时，可以自愿将遗失物品价值百分之
十的金额奖励拾遗者”的规定缺乏法律依
据。失主领回失物，要不要对拾得人进行奖
励，属于私权范畴，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
况下，公权必须恪守“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
的原则，不得就此予以规定。

此次通过的规定，对“失主可以自愿奖励
10%”进行了剔除，使私权领域的问题交由民
事法律予以调整，兼顾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
呼唤。因此，不宜对“拾金不昧奖 10%”过度
解读，其前提必须是遗失物在 6 个月内无人
认领才会启动奖励程序。拾得人更不能以此
标准要求失主不分情况给予奖励，这并非“拾
金不昧奖 10%”的应有之义。⑧9 （许 辉）

近期，河南资本市场出现了中原股权交易中心
的身影，拉开了河南区域股权市场的启航大幕。交
易中心 9 月 16 日正式开业开市，首批 173 家豫企
挂牌展示；10月 8日，我省八部门联合发布支持发
展意见，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

交易中心的新闻，每次总能引发人们的关注。
目前，市场人士心中尚有一个问题萦绕心头：区域股
权市场发展空间到底有多大？看好者认为，这对于我
省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一个重大利好，中原股权交
易中心可以成为信息展示平台、融资融智平台、并购
重组平台、规范发展平台、政策对接平台。持消极态
度者认为，现在新三板这么红火，再跑到区域股权市
场这样的四板市场挂牌，实在没有必要。另外，市场

处于起步阶段，交易不活跃，融资功能也不容乐观。
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观察视野不同，自然

结论会有所不同。大量的企业需要股权流动性，特
别是本土的中小微企业，而目前国内的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乃至新三板等均无法让绝大多数企业获
得这种流动性。以我省情况为例，目前河南大约有
43.23万家企业，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截止到
现在，沪深两家交易所上市公司72家，新三板挂牌
公司 142家，再加上境外上市公司 31家，总数 245
家，能够获得股权流动性的企业还不到 0.057%，这
样的比例非常低，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提供股权流动性，恐怕是区域股权市场的首要
目标。有了股权市场，企业获得股权流动性，一系列
的市场行为才有了牢固的基石，比如为风险投资和私
募股权投资提供退出渠道，为获得股权激励的员工提

供变现渠道，为挂牌企业进行股权质押贷款、发行私
募债等融资提供评估依据等等。过去大多数企业，一
方面因条件所限无法踏入沪深交易所和新三板，另一
方面缺乏公开平台，尽管企业股权也可以转让，但缺
乏信息披露和合规监管的平台，企业股权转让只能是
一种私下行为，甚至出现违规违法现象，制约了上述
大规模的市场行为。而区域股权市场可以很好地担
负起这一重任，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股权流动性。

市场是分层次的，企业从创办到发展壮大，每
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需求，现在我国初步建立起了
从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等
各个层次的股权市场。在成熟的市场中，这种多层
次市场为金字塔形态分布，基础市场是基石，吸纳
大多数的企业，作为金字塔形态的基座。比如在资
本市场发达的美国，除了有纽交所，也有纳斯达克、

OTCBB、粉单市场、灰单市场等等。但由于历史原
因，我国资本市场呈现了一种倒金字塔的形态，基
础市场成立晚发展薄弱。不过这一状态正在发生
改变，近年来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蓬勃发展，开
始扭转沪深交易所独大的局面。

区域股权市场与主板等市场有着不同的特点，
更能发挥区域优势。正如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
局长刘青松所说，中原股权交易中心应是价值驱动
型市场，不要追求高频率的交易，来实现高估值、高
投机性的交易价值。当然了，中国的四板市场还在
建设期，不可避免存在各种问题，如流动性问题、信
批问题、监管问题等等。但正如两年前人们看待新
三板一样，万万没有料想到如今的火爆。区域股权
市场发展的大幕已经揭开，未来的发展又怎能用现
在的不足来一叶障目呢？⑧9

□赵力文

“拍马屁”一词来源于元朝。古时蒙古的
牧民们为解决行路、运输等问题，常以养得骏
马为荣，有时人们牵着马相遇时，常要拍拍对
方马的屁股，摸摸马膘如何，并随口夸上几声

“好马”，以博得马主人的欢心。起初，人们实
事求是，好就说好，不夸张。很久以后，有的
人就不讲真话了，不管别人的马好坏、强弱，
都一味地说奉承话，把劣马也说成是好马了。
元朝官员大多是武将出身，马往往是一个将领
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下级对上司最好的
赞美，就是拍拍他的马、夸他的马好。

后来，人们逐渐就把对上司的奉承称为
“拍马”，也有人说马的屁股拍不得，由于汉人
很少骑马，就把“拍马”想象为“拍马屁”了，这
就是“拍马屁”的由来。古往今来有一些精通
拍马屁的人，就被称为“马屁精”。

晚清时期的曹振镛，文不能文，武不能武，
堪称不学无术，然而他却是晚清的三朝元老，他
官运亨通的奥秘何在？用其话说：“无他，但多
磕头少说话耳”。换而言之，就是当今的所谓

“拍马屁”。“马屁”拍得不落俗套，旁观者还算过
得眼去，可有的“拍士”拍功欠妥，就有失大雅
了。据《李有才板话》载，张得贵就是一例。他
拍得太“露”，整天“跟着桓元舌头转”，邯郸学步，
鹦鹉学舌，拍得晕头转向。“马屁”拍得较为绝妙
的恐怕要数宋代的程松寿了，他不惜重金买一
歌妓，将其改名为“松寿”后赠给宰相，为的是让

宰相行乐时也念念不忘他“程松寿”的名字。
拍马一般指下级给上级拍马，职员给领导

拍马。应该说拍马者目的明确，就是想从被拍
对象中得到些好处，但领导又不傻，好处不是
轻而易举地就给的，往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才
能如愿以偿。春秋时期，易牙见齐桓公“好
味”，便使出浑身解数，练就一手高超的烹调
技术，每天都变着花样为齐桓公烹制各种各样
的美味佳肴，渐渐取得了齐桓公的欢心，称得
上拍马者的“祖师爷”。《赵南星小品》里讲过
一个故事，一个秀才寿数尽，去见阎王，恰巧
赶上阎王放屁，秀才即献《屁颂》一篇，曰：“高

竦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
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闻之
大喜，立即给那该死的秀才增寿 10 年。呜呼，
连阴曹地府的阎王都喜欢被拍马屁——说绝，
也真够绝的。

“拍马屁”实属庸俗之举，但为何有人乐此
不疲，相袭至今呢?就在于他们认定有利可图。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因吃了不拍的苦
头不得已而拍的，有随波逐流见事插手而拍
的，还有奉旨硬着头皮而拍的……但不管因何
而拍，均非好事。如今匡正社会风气，“拍马”
应在荡涤之列。⑧9

如果评选 2015 年的年度汉
字，相信很多人会隆重推荐虾这
个字。38 元一只的大虾，让青岛
的旅游城市节操，碎了一地之后，
孵化诸多让人脑洞大开的段子，
比如米饭价格是不是按粒算，理

发店是不是以单根头发论价，等等。最令人叫绝的，是用
虾来作为度量单位晒收入，刷屏朋友圈。

用“月收入 100 虾”来取代月收入 3800 元，既免了把
钱挂在嘴边的铜臭气，还散发着幽默风趣和无比机智，就
像能让娱乐圈的半壁江山来为自己的婚礼祝贺的黄晓
明。在人们因为伴郎“赵日天”王思聪的到来，惊叹黄晓
明为“叶良辰”时，黄晓明又借青岛虾，秀了一把智商。针
对网友“既是青岛人为何不把婚礼放在青岛举行”的提
问，他以“虾贵，请不起客”的诙谐，赢得一片点赞，甚至把
自己的婚礼，变成了和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一样引起轰
动的大事件。

青岛虾的走红，以及黄晓明婚礼、屠呦呦获奖所引起
的巨大围观效应，在于这些事激活了很多人记忆中的共
同痛点或者痒处，更何况如今的一些人，很懂得“蹭”的诀
窍，借助给“网红”锦上添花，可以为自己免费蹭来关注，
就像有人半夜蹲在别人的家门口蹭“Wi-Fi”一样。

锦上添花的事，最好别干。一来有锦的人家不需要
你来添花，二来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贻笑方家。因
为百十个字的祝贺屠呦呦获奖的贺信，中国工程院院长
被文学爱好者揪着不放：信里怎么能写“做出了辉煌的
成绩”、“作为我国首个医学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样的话？一般“成绩”不能搭配“做出”，而应是“取
得”；屠呦呦以前就没有医学科学家了？⑧3 （丁新伟）

有网友在微博发帖
投诉称，当天在无锡某
酒店喝下午茶，结账时
看账单，发现一个没有
点的 88元的杏干，便询
问店员。答曰：这是你
要的话梅。该网友称，
一共上了10颗，每颗8.8
元……倒不是吃不起，
就是瞬间觉得山东 38
元的大虾是不是来无
锡了？⑧9 图/刘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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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标准”不是借口

回眸回眸““十二五十二五””拼搏看拼搏看

分 级 诊 疗 正 破 题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创建“中国胸痛中心”启示

抓大放小
新型救治模式，争夺胸痛

抢救“黄金两小时”

中牟县东风路社区的张豫山老人在
晨练时突然出现头晕、胸闷，儿子迅速把
他送到社区医院，接诊医生经过初步检
查，结合他所说的症状判断可能是心肌
梗死，便马上拨通了郑州一院“胸痛中
心”急救热线，接到急救电话后，郑州一
院立即启动了“心脏绿色通道”。

在急救车上，急诊科副主任高建凯
诊断张大爷为急性心肌梗死。他一边和
患者及家属沟通，一边将患者的个人信
息和诊断资料利用微信平台传到胸痛中
心。专家团队立即就位，根据张大爷信
息制订抢救方案，做好手术准备。张大
爷到达医院直接进入导管室，心内科介
入病区主任杨平为其进行紧急冠状动脉
介入手术。35 分钟开通堵塞血管，张大
爷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从 120 接诊到患者被送入胸痛中心
直接进入导管室的整个流程。医生从医
院前发生医疗接触时开始救治，到与医院
内绿色通道有机结合，整个过程实现了院
前急救与院内绿色通道的无缝衔接。

“对于急性心梗患者而言，时间就是
心肌，时间就是生命。”急性心梗是严重
威胁生命的急症、重症，需要紧急溶栓或
者手术。以往普通的急诊，从患者拨打
120，到院前急救，直到手术，其中每个环
节稍有耽误，都会耗费大量时间。而

“胸痛中心”可快速而准确地分类诊疗。

从接到求救电话开始，患者由专业医师
随救护车接诊，专业急救。医院里，心内
科专家团队和放射、检验、介入等相关科
室，医技人员 24 小时随时待命。无缝隙
的抢救流程，极大缩短了危急患者的抢
救时间。

急性胸痛发病初期 90分钟的救治时
间尤其宝贵。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对患者
病因做出准确判断并实施正确治疗，至
关重要。

创建胸痛中心的意义，不仅在于患
者可通过远程决策、生命支持平台以及
救治网点，协同救治，“争分夺秒”地缩短
危急患者抢救时间，提高急性心血管疾
病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致残率，更
能使郑州市乃至全省胸痛患者的救治能
力大幅提升。

这是郑州一院胸痛中心探路分级诊
疗的一个缩影。

“小病小医院，大病大医院”。郑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胸痛中心负责
人余宏伟认为，“大医院应该集中精力解
决急危重症和疑难病。这是公立医院改
革的需要，也是大医院转型的需要。”

资源下沉
构建防治网络，打造“区

域一体化”协同服务

让优质的医疗资源在基层得到共
享，让基层医院的实力“硬”起来，是郑州
一院一以贯之的理念。

2014年以郑州一院为龙头成立的医
联体，由郑州东南区的一级、二级医院及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57 家
医疗机构组成，形成能够彼此结合、专家
共享、快捷转诊的医疗救治网络。

开展医联体，郑州一院不是最早的，
但“升级版”的郑州一院医联体走出了自
己的模式，形成后来者居上之势，成为郑
州医联体中的后起之秀。

在医联体建设中，该院创新提出创
建急救网络机制，积极激发医联体内部
多学科协同会诊、多科室通力救治的综
合优势。

目前，郑州一院已与 20 余家县区医
院组建急性心梗救治网络，形成能够彼
此结合、专家共享、快捷转诊的医疗救治
网络，让辖区群众享受到分级、高效、优
质、无缝隙的一体化健康服务。

作为省内入围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救
治项目的 20家医院之一，9月 19日，该救
治项目在郑州一院正式启动。同时，急
性胸痛规范化诊疗学习班开班授课，对
基层医院急性胸痛规范化诊疗集中培
训，来自全省基层医院及该院医联体内
的医务人员 200多人参加学习。

此次挂牌的“中国胸痛中心”将与郑
州一院急救系统以及医联体成员医院紧
密联手，形成一套医疗救治网络，采用现
代化手段，通过信息共享和联合调度，以
患者的地理位置、疾病情况、转诊医院的
接诊和介入能力，实现最优化的转运和
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协同。

“‘国家级胸痛中心’通过认证，说明
郑州一院在心脏方面的救治水平得到国

家的认可，对我们基层医院是一件好事。
由于我们基层的救治能力有限，平时危急
病症处理不了。现在有了郑州一院‘国家
级胸痛中心’这个平台做后盾，为辖区群
众救治就更有底气。”郑州市管城区人民
医院内科主任曹心慧说,“胸痛中心为基
层医院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平时，我们
可以通过微信等现代通信手段，将患者心
电图传给胸痛中心救治平台，胸痛中心专
家能及时给予指导，危急患者可通过绿色
通道转诊，得到及时救治。”

医改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资源配置
是否合理。将大医院与基层医疗资源进
行合理分配，让基层医院与大医院权责
明确，合理有效引导病人群的分流。

“郑州一院‘胸痛中心’分级诊疗的
探索实践，符合医改的方向，对于缓解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实际效果，也必
将进一步显现。”余宏伟说。

大医为民
定位疑难重危，体现大型

公立医院的社会担当

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各级医疗机构
需实现角色转换。

作为有思想的大型公立医院，除进
一步加强队伍和学科建设、优化就医流
程和环境、改善就医品质和体验、提升管
理水平等内涵建设外，更应主动适应政
策和就医模式的变革，充分体现大型公
立医院的公益性和社会担当、充分展现
自己的医疗和管理水平。

2012 年以来，郑州一院在全省率先

开通了 24小时心脏“绿色通道”；
2014 年，按照“中国胸痛中心”建设

标准，开始筹建胸痛中心。对全员进行
急性胸痛规范化诊疗培训，导管室开设
24 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开设急性胸痛门
诊，开通远程心电图及病情传输平台，优
化急性心梗患者绕行急诊科、CCU 流
程，建立第二导管室，与 20 余家县区医
院组建急性心梗救治网络，对心脏“绿色
通道”进行颠覆式再造。

胸痛中心作为有效救治急性胸痛的
新模式，既体现了医疗的公共性、信息化
和优质服务的结合，又克服了现行医疗
体制和布局的限制，提升了就医效果，有
效缓解了区域性医患之间的矛盾。

省内领先、郑州市首家“国家级”胸
痛中心能够顺利通过认证，并于近日正
式挂牌成立，不仅体现了郑州一院院前
急救、急诊科、手术科室及麻醉科等科室
的快速反应能力，更凸显了该院作为综
合医院强大的多学科协同会诊、多科室
通力救治的综合优势。

郑州一院院长连鸿凯说，多年来，郑
州一院坚持“院有重点、科有特色、人有
专长”，走技术兴院之路，发展专科，打造
品牌特色技术。重点培养优势学科群和
高素质人才方阵，努力抢占医学技术的
制高点，提高为患者服务的质量效益。

建院 70余载，郑州一院秉承“人民医
院为人民”的理念，让患者得到优质的诊
疗服务。如今，郑州一院集医疗、保健、
教学、科研诸业务于一身，体系结构、人
才优势实现了质的飞跃，危重疑难患者
比例明显提升，急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
95.3%，在业界享誉盛名。

构建合理的就医秩序，有序分流病人，实现分级诊疗就医新格局，已成为新一轮医改亟须破解的难题。
近年来，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一院）将建设医联体作为载体，救治疑难危重疾病作为中心，倾力帮扶基层医院壮大变强，智慧医

疗水平不断提升，制度推进与体系建设衔枚疾进。有效缓解了区域性医患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医疗的公共性、信息化和优质服务的结
合，克服了现行医疗体制和布局的限制，改善了就医体验。

当前，全省医改正处于攻坚克难的阶段，郑州一院的分级诊疗实践经验值得借鉴。今日，就以他们刚刚成功创建“中国胸痛中心”为
切入点，看他们如何高点站位，主动作为——

本报记者 庞永涛 本报通讯员 侯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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