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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空跑百余次，
救护车辆苦奔忙。
目前资源仍有限，
紧急关头再拨通。
恶意捣乱应严惩，
需知此为生命线。
公共资源莫浪费，
其中道理要思量。
文/方知 图/王铎

南京市急救中心救护车一天空跑124次
“急急忙忙赶到，一个人也没有，又白跑一趟”——近日，

新华日报新媒体记者从江苏南京市急救中心了解到，7月22
日，该中心共接听呼救电话2120个，出救派车521次，其中空
跑124次。而在平时，救护车空跑现象也不少。

温馨提醒

最近，不少读者反映信
件投稿不便（如书写有困难、
去邮局投寄不便、因寄送时
间较长导致稿件时效性不
佳）。为让广大读者便捷投
稿，我们扩充了投稿渠道，许
多版面右上角都公布了电子
邮箱和QQ群投稿渠道。当
然，您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
通过微信投稿，且可以是文
字、图片、语音等形式。微信
来稿也会比寄送
平信更容易获得
相应记者或编辑
的回应。

本报声明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
勿转载、摘编本报文字及图
片。如有侵权，本报保留法
律追究权利 。来稿一经本报
采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报
享有其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纸
质版、电子版等介质的出版
权、传播权；本报所支付的稿
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
费。 本报选登的部分文章和
图片，因作者地址和电话不
详，我们无法奉寄稿酬，烦请
作者联系我们。

近日，佛山市公安局高明
分局明城派出所接老人院报警
求助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
何阿姨，趁护工不注意，从老人
院偏僻处攀爬围墙出走了。所
幸，经过近两个小时的不断寻
找，何阿姨最终被警方寻回。

阿尔茨海默病又被称为老
年痴呆症，主要表现为识别能力
低和记忆衰退。《2019年世界阿
尔茨海默病报告》显示，世界上
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患上该疾
病，患病的人数正在快速增加。
何阿姨虽然平安返回，但此次事
件留下的反思却不应止步，那些
年老力衰又体弱多病的老人，为

什么能轻易翻墙出走，他们到底
在寻找和躲避什么？

梳理过往报道不难发现，
老人从养老院翻墙而出的新
闻并不少见，那些翻墙出走的
老人大多分为两类：一类是老
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另一类
往往是因为思念儿女、自我价
值丧失等心理原因。归根结
底，两类群体实际上都出于一
类原因——精神需求得不到
抚慰和满足。

看到老人从养老院翻墙出
走的新闻，很容易使人联想起
一部名为《飞越老人院》的电
影。这部电影讲述了关山老人

院里一群老人为了实现各自人
生最后的价值，偷偷跑出老人
院，寻找生命中纯粹的快乐与
意义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
老人们的逃跑行为被院长发
现，但在得知了他们的故事之
后，院长决定陪老人一起实现
梦想。虽然这部电影很温情，
但带给人们的思考却是深刻而
严肃的——养老院能否像电影
中所描述的那样，真正将老年
人的精神需求放在首位？

随着老龄化进程不断加
剧，人们的养老方式和理念也
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物质
极大丰富的当下，很多老年人

都迫切渴望精神层面的关怀和
体恤，而这恰恰是不少养老机
构所最容易出现的短板。防范
老人偷偷跑出养老院，既需要
制度完善和技术升级，譬如设
置电子围栏、定期巡视等，同时
更需要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提
供更多的精神照顾。如果工作
人员能够想老人所想、急老人
所急，如果子女能够多去探望
和照顾一下老人，养老院的生
活将更加丰富多彩、有滋有
味。如此一来，老人翻墙出走
的念头将大大降低。从这种角
度来看，软件升级其实比硬件
升级更加重要。

飞越老人院应有法可解

新词释义记心中

贵报 7 月 9 日评说版刊
登了《网络主播转正，利益保
障要跟上》一文，其中写道：

“对李佳琦等少数头部主播来
说，社保缺失的问题或许并不
突出。”这里有一个新词——

“头部主播”，意思并不难理
解，所谓“头部主播”指的是那
些关注人数多、直播收益高的
大主播。

熟悉网络的年轻人都知
道其含义，但对那些较少接
触网络直播的老年人来说，
可能就不知所云了。从贵报
读者群体主要是老年人这个
特点出发，建议编辑对这类
词语适当加以说明，便于读
者理解。（湖南新化 周建群
69岁）

编辑谭钧铭回复：感谢您
的提醒。对文章中出现的一
些新词或生僻字词进行解释，
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做
法。在今后的稿件编辑过程
中，我们将更加认真、仔细，把
这项工作做好。

今年的暑假很特殊，不单
要做好预防溺水、交通安全、
用电用气等传统意义上的安
全教育，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
安全教育，即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应贯穿到孩
子整个暑期生活全过程。比
如，家长给孩子报培训班时、
带孩子外出旅游时、和孩子
一起去商场超市等公共场
所时……这些都需要家长
认真准备，不能有一丝一毫
的马虎。

具体而言，孩子去培训
班学习，家长要看看培训机
构有没有采取消毒、测温、扫

码、洗手、座位保持一定距离
等防控措施。带孩子外出旅
游，不选择有疫情风险的地
区，做好自我保护措施。孩
子到公共场所，出去戴口罩，
回来即洗手，这些防控“规定
动作”一样不能少。

我们常说，学生放暑假，
安全教育不放假。快乐暑假
需安全托底。具体到今年暑
假安全工作，必须要两手一
起抓，既抓好传统安全工作，
又抓好疫情防控。全社会
都应该行动起来，确保孩子
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江
苏无锡 孙维国 51岁）

暑期安全教育要添新内容

近日，宁波市公安局委
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的一项测
评显示，江北公安分局洪塘
派出所反诈宣传的群众知晓
率排名全市前列，洪塘派出
所辖区内的电信网络诈骗发
案连月下降5%以上，辖区群
众不仅能够及时识别骗局，
还能够主动向警方举报。

其实，洪塘派出所的反
诈骗宣传，并没有什么新奇
的妙招，而是通过地毯式滚
动宣传，以面对面口口相传
的老办法，反复向群众进行
宣传说教。洪塘派出所反诈

骗小分队反诈宣传活动，工
作量大，耗费时间多，民警也
很辛苦，看起来似乎是“笨办
法”，却卓有成效。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频
发、高发，手法不断更新，如何
做好反诈骗宣传工作，成了一
个新课题。辖区居民的进步
说明，只有真正把反诈骗宣传
做细做实做到底，做到人人明
白，不断提高市民自我保护意
识，才能构筑起防电信网络诈
骗的坚固防线，真正守护好老
百姓的“钱袋子”。（浙江宁波
郑建钢 62岁）

反诈骗宣传多下点笨功夫

据《深圳市犬只电子标
签植入管理规定（试行）》显
示，10月份开始，犬只未植入
芯片将被视为无证养犬。

理论上，在动物体内植
入芯片，属于高度成熟的技
术，此前在野外放归追踪等
领域已多有运用。城市当中
有不少居民养狗，这一举动
是为了把狗和主人联系在一
起。米粒大小的芯片注射植
入后，相当于犬只拥有了终身
有效的电子身份证，可以证明

犬只主人的身份，查询是否
及时注射疫苗，在狗狗走失
之后方便找回，在发生伤人
事件之后也便于追责。进一
步说，这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倒
逼市民文明养犬。

养犬人能否做到文明养
犬，事关他人的健康安全与
市容环境卫生。从这个意义
上说，文明养犬，看似小事，
实则“小事不小”，期待各地
都能借鉴深圳的做法。（江西
南昌 魏文彪 50岁）

犬只植芯片倒逼文明养狗

可为人才解除后顾之忧

就医看病，“优先”一直都
存在，比如急诊、危重病人、孕
产妇、老人、残疾人等，就享受
比普通患者更多的照顾。“高层
次人才就医优先”这也并非意
味着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而是
缘于高层次人才在单位时间内
创造的价值可能更大，所以不
妨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方便，给
他们留出更多的工作时间。（网
名“张全林”）

为高层次人才开辟优先通
道是尊重知识、优待人才的生
动诠释，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引来并且留
住人才。不难看出，该政策有
着良善初衷，但怎样在医疗、教
育等公共资源分配中找到普通
群众与高层次人才间的均衡
点，更得有良善对策，别把“好
经”给念歪了。（网名“薛建成”）

公共资源应向弱者倾斜

医院虽然一直都有针对老
人、孕妇等特殊群体的优先政
策，但这种优先属于人道主义
和人文关怀，是社会文明程度
的体现。可是，高层次人才优
先却不属于此列，因为其学历

高、学识多而有权占用更多的
医疗资源，难免会让人不太舒
服，引发诸多争议也就在情理
之中了。（网名“雪原”）

医疗属于公共资源，高层次
人才并不是弱者，是否需要实行
优先待遇，值得商榷。他们在为
社会作出贡献的时候，其实也获
得了回报。高层次人才不管是
支付能力，还是人脉资源，都更
占优势，在看病就医上选择的余
地更大。故而，医院更应该保证
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底线，照顾
那些看病难的人的心理感受。
（网名“男儿当自强”）

吸引高层次人才到底靠什么

吸引高层次人才，不能把
公共资源当福利。如果有人搞
特殊，只会激化矛盾，不妨把

“高层次人才优先”的告示揭下
来，把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
意识贴上去，这样才能获得更
多人的赞同。（网名“樊耀文”）

相关部门引进人才的迫切
之心可以理解，但是，高层次人
才更注重的是良好的科研环境、
干事创业的氛围和职业发展的
空间，这些才是吸引高层次人才
的正道。（网名“大漠孤烟”）

吸引高层次人才要把经念好
近日，西安一家医院贴出“高层次人才优先”的告示，在网上

引发争议。赞同者认为，高端人才对社会贡献大，优先看病“没
毛病”。反对者认为，这是将患者分为不同等级，会损害普通患
者利益，不应该把公共资源当福利。 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