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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样币哪里找
贵报理财版于 5 月 2 日
刊登我国将发行 2019 年版第
五套人民币的相关消息，
请问
哪里可以找到彩色版的样币了
解相关防伪信息？
（湖南吉首
张清发 72 岁）
编辑曹虹回复：
中国人民
银行已通过官方网站（www.
pbc.gov.cn）、
“中国印钞造币”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公众发
布了第五套人民币设计与防
伪特征等相关信息。如您不
会上网，可让子女帮助查阅。
另外，新版人民币发行前后，
公众还可在金融机构网点领
取相关宣传手册。

在医院配了药，当你用药
时是否会对密密麻麻的药品说
明书感到头疼？是否觉得说明
书里的专业术语太复杂？是否
会被那长长一串的不良反应吓
到而不敢吃药？据《宁波日报》
报道，为了更好地指导患者服
药，浙江宁波市第一医院最近
推出了让患者一看就懂的简易
版药品说明，供患者在医院网
站查询。这是该院继设置药物
咨询专窗之后，推出的又一便
民举措，后续还将推出手机微
信版的用药指导。
药品说明书是生产企业

根据《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 言，形同“天书”的药品说明书
规定》进行标注，由国家食品 实际上并没有多少
“存在感”
。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的药
在现行法规和制度框架
品身份证明，是医生和患者合 下，
官方版的药品说明书要做到
理用药的重要参考。由于它 “雅俗共赏”
显然并不现实。既
本身具有法律文书的一些特 然生产商并无彻底改变药品说
性，注定其不会太通俗。但在 明书样式的权力，而大多数患
现实中，药品说明书所讲求的 者 又 对 药 品 说 明 书 感 到“ 烧
科学、规范、严谨，往往与普罗 脑”，那么，作为药品的开具者
大众简单易懂的阅读诉求相 和销售方，医生以及医疗机构
去甚远。此前就有一项问卷 理应承担起解释和指导的责任。
当前，医患信任已成公共
调查显示，41.38%的受访者认
为 药 品 说 明 书 比 较 难 懂 ， 话题。其实，医患信任的建立
19.66%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很 难 包括在每一个医疗环节之中，
懂。尤其是对很多老年人而 用药指导也不例外。如果患

者拿到医生开具的药品，却只
能靠个人对药品的用法用量、
适应征、禁忌症、不良反应等
方方面面自行研究、
“ 消化”，
这无疑是医生和医疗机构对
自身责任的推卸，也是对医患
信任的一种伤害。而如何摒
弃专业术语，以“接地气”
“说
人话”的方式准确传达药品关
键信息，则考验着医务人员和
医疗机构关怀患者的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宁波市第一
医院推出专门的药物咨询窗
口，并将用药说明进行“白话
化”
，
无疑具有范本价值。

街谈巷议

村支书记近楼台，
一门心思骗低保。
谎称亲属太苦难，
篡改年龄往上报。
儿子还比老子大，
荒唐操作真不好。
以身作则乃要求，
良知底线不可抛。
文/方知 图/朱慧卿

非机动车也要礼让斑马线
随着各地公安交管部门
持续开展机动车不礼让斑马
线的治理工作，如今，机动车
礼让行人的风气可以说越来
越浓。不过，那些穿梭于大
街小巷的电动车、共享单车
等非机动车却依然如故，全
无礼让的意识。
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之所
以做得比较好，很大程度上

和法律法规更完善、执法手
段更先进有关系。我认为，
所有交通活动的参与者都应
该培养文明的交通习惯，礼
让斑马线本不该有机动车非
机动车之分，相关法规不妨
将“行经斑马线遇行人经过
时，需停车让行”
“ 主动避让
行人”等规定纳入其中。
（河
南郑州 李朝云 55 岁）

村支书篡改儿子年龄骗低保
重庆市綦江区纪委监委通报，三江街道复兴村原党支部
书记罗玉良为了给儿子申报低保，
把儿子的出生年份由 1983
年改为 1953 年。这比 1956 年出生的罗玉良还
“大”
了三岁。

仗义执言

不随便外放声音应成共识
近日，
云南省昆明市交通运输局
举行《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
（修订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将对乘
客应遵守的文明乘车秩序相关内容
进行增补。此次修改增加了不得在
列车内大声喧哗、
使用电子设备时不
外放声音的规定。据报道，此前，北
京、
甘肃兰州也出台了类似规定。
随着手机、
平板等电子设备的普
及，在公交、地铁内不顾周围乘客感
受，
敞开喇叭播放音乐、
视频、
打游戏
等行为已经成了新的不文明现象。
面对此类旁若无人的行为，
大多数人
或选择沉默忍受，或选择换位置；部
分乘客则因为劝阻、制止，而与当事
人发生争执与冲突。

公民固然有权决定怎样使用个
人自用物品，但在行使个体权利的同
时，不能损害、侵犯他人的权利。在
公交、地铁、高铁、图书馆等公共场
合，如果肆意播放手机外音，显然会
侵犯别人追求安静的权利，
这是不公
平的。
在昆明正式出台禁令之前，北
京、兰州等城市已出台相关规定，禁
止在地铁内使用电子产品时外放声
音，这无疑说明对此类行为进行约
束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制定相关禁
令有助于培养公众的权利边界，提
升社会文明程度，不妨让这些规则
尽快落到实处，执行到位。
（江西南
昌 魏文彪 50 岁）

治理饭店乱象不能只靠
“摘星”
据报道，
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
委员会近日取消部分五星级旅游饭
店资格。但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信息
披露等方面原因，
“摘星”
压力没有有
效传导到市场端形成经营压力，
不少
“差评”
饭店仍
“客似云来”
，
多个此前
被
“摘星”
饭店仍预订紧俏，
甚至摘星
后饭店价格没有任何调整。
部分五星级旅游饭店被取消资
格，
由五星变
“无星”
，
按常理来说，
这
对这些五星级酒店应该有很大的触
动与鞭策作用，
但实际上并没有人们
想象中那么大的
“杀伤力”
，
一个很大
的原因在于我国饭店业的星级评价
体系并不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那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
要整

治饭店乱象，
不能光拿
“摘星”
当紧箍
咒，
首先应当提升饭店业星级评定体
系的权威性和含金量。
此外，
还需要有更多有效的惩戒
措施，要通过处罚、约谈负责人等加
大惩处力度。比如，
可以出台摘星处
罚和整改期的酒店一年内不得承接
社会大型会议和活动，
消防和卫生有
严重隐患的酒店不得接待 20 人以上
旅行团等规定。同时，
要加大信息披
露，通过广而告之，让更多消费者知
情，
从而对
“差评”
酒店的声誉造成压
力，
倒逼其自觉整改。对于屡教不改
的须依法责令停业整顿，
直至吊销卫
生许可证，
清除出市场，
让其永远没有
经营资格。
（湖南常德 戴先任 5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