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青评论

罗志华
“我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开了 3
盒 乙 肝 抗 病 毒 药 恩 替 卡 韦 分 散 片 ，共
52.08 元。后来在江苏省东台市人民医院
使用医保卡购买了同种药品，
价格竟然是
310.8 元。”近日，一段自称江苏省东台市
男子录制的同一种药上海与江苏价格相
差 18 倍的视频引发争议。
沪苏两地虽然相距不远，但同一款
药品，价格居然相差 18 倍，差距之大，让
人为之惊叹。究其原因，是因为上海市
是“4+7 药品带量采购”的试点城市，药品
在进入上海市的医院之前，先得经过一
轮带量采购的议价谈判，只有当药企愿
意大幅降价时，方才准许挂网采购。由
于集中采购有庞大的数量作为保障，药
企不愿意失去这块巨大的市场蛋糕，当
然愿意降价入围。
自从今年元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
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以
来，在较短时间内的首轮议价谈判中，中
标药品的平均降幅就达 52%，最高降幅达
96%。此后几个月，效果更是不断显现。
同款药价在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
相差 18 倍，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药品采购
新举措的巨大成效与威力。
但话说回来，假如这种现象长期存
在，
很容易出现其他新的问题。相邻的两
地，药价存在如此巨大的悬殊，患者仅仅
为了节约药费，就很值得专门为此跑一
趟。更何况试点的 11 个城市又都属于大
城市，本来这些城市的医疗水平就很高，
如今再加上药价如此便宜，
势必加剧患者
集中到这些大城市看病的现象。
对于因巨大的药价差而可能导致的
扎堆看病现象，最好的预防与应对办法，
是加快推进药品带量采购的试点进程，
一
旦出现了好的效果，就应该迅速总结，并
形成科学合理的模式，
然后向其他地区推
广。在此之前，
非试点地区不妨参照试点
城市的药价进行采购，
这样做具有很强的
合理性，
既然药企能够在试点城市给出一
个低价，
在其他地方当然也应该可以。
“同款药价差 18 倍”既是一种肯定，
又是一个新的要求，
既说明药品集中采购
这条举措具有十分光明的前景，
又说明药
改急不得也等不起，
只有蹄疾步稳地推进
这项改革，
方能赢得最佳的效果。

中学生开发
性教育游戏
是一种自我教育
苑广阔
一款名为《自我性赖》的免费游戏，
于 2019 年 2 月 7 日在全球最大的综合性
数字发行平台 Steam 上线，成为当月新游
戏排行榜的冠军。上线第一周就有超过
8.6 万名用户下载试玩，好评率达 87%。
不少玩家形容“笑疯了”
“笑到头掉”。游
戏迄今更新了三集，第三集的发布时间
比原计划晚了一周，因为主创们忙着去
参加期中考试了。毕竟，他们还只是上
海市一所中学国际部的 7 名高二学生。
（5
月 15 日《中国青年报》
）
如果说这款热门游戏的开发只是一
群高二的学生，已经足够让人吃惊的话，
那么游戏的内容以中学生性教育为主，
就更加让人刮目相看了。这意味着他们
不但在设计、开发游戏的过程中完成了
自我性教育，而且希望能够以游戏的方
式来引导、影响和教育更多同龄人，这一
点尤为难得，
弥足珍贵。
国内针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长期缺
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家庭还是学
校，性教育几乎都是一片空白。即便有
求知欲强的学生把诸如“艾滋病怎么预
防”这类问题主动抛给老师，得到的答案
也往往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洁身自好。
问题是，年轻人旺盛的精力、欲望以及性
冲动，是不可能仅仅依靠“洁身自好”而
得到正常、合理的宣泄的，如果没有科学
的性教育，他们很容易误入歧途，导致多
方面的负面后果。
这款名为《自我性赖》的游戏，则几
乎把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青
春期问题一网打尽。因为游戏的制作者
本身就是中学生，所以他们更加了解当
代中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面临的困惑，制
作出来的游戏在普及性教育方面，自然
也就更有针对性。更加难得的是，在这
款游戏当中，既有寓教于乐，把性教育知
识融入游戏情节，让玩游戏的人在不知
不觉中接受性教育的特点，同时也有“硬
核”科普的一面，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向青
少年普及性教育常识，以完成对他们的
引导和教育。
一群中学生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
不易。我们希望广大老师、家长能够主
动把这款性教育游戏推荐给自己的孩
子，让他们大大方方玩一次游戏的同时，
也接受一次全新形式的性教育。从国内
青少年的成长来看，这无疑是很有必要
的，也是亟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让交流互鉴文明之花璀璨绽放
今日社评

同款药价差 18 倍
倒逼药改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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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5 月
15日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
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
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
期待一个和平安宁、共同
繁 荣 、开 放 融 通 的 亚 洲 。
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人文基础，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
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
界。
（相关报道见A3版-A5版）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亚洲各国首次聚
集北京就亚洲文明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非
同寻常的意义。亚洲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人
类文明曙光的地区，有着丰富多元的文化
特色，更有着文明互学互鉴的传统。近代
以来，
亚洲文明遭遇西方国家侵袭歧视，
亚
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西方国家基于
地缘政治利益的干预，使亚洲文明出现了
斑驳的阴影，导致宗教矛盾融合领土争端
下的诸多问题，
甚至滋生了恐怖主义。
亚洲文明形态多彩多样，应该平等尊
重；亚洲文明聚集历史智慧，应该礼敬传

亚洲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人类文明曙光的地区，有着文
明互学互鉴的传统。亚洲文明形态多彩多样，应该平等尊
重；亚洲文明聚集历史智慧，应该礼敬传承；亚洲文明发展
兼收并蓄，应该包容互鉴；亚洲文明对话促进共赢，应该积
极作为。亚洲国家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亚洲文明必将重新
光耀全球。
承；亚洲文明发展兼收并蓄，应该包容互
鉴；亚洲文明对话促进共赢，应该积极作
为。中国和印度现在依然是充满活力的
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和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体，
对全球经
济贡献率超过30%，印度是经济增速最快
的国家之一。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
路”
倡议，
通过海陆两个通道，
以亚洲为核
心，以亚欧大陆为支撑，为全球化打造了
新的互联互通新平台。亚洲文明在全球
范围内依然充满活力，不仅为世界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经验，也为全球化纵深
发展提供了新方案。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
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
交流互鉴、
相互启

迪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为亚洲国家求同存
异、增强自信、团结奋进创造了新的契机。
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
亚洲面临着和平与发
展两大时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都需要和谐的
内部空间和平稳的外部环境。亚洲国家之
间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亚洲文明就站在全球
之巅；
反之，
亚洲文明之花就会暗淡失色，
亚
洲国家就会面临内部混乱与外受欺侮之双
重困境。以中东为例，
如果中东国家之间加
强协作交流，
抛却宗教矛盾，
就不会战乱频
仍，
不会让外部势力渔翁得利。
现在，亚洲国家面临新的历史机遇，
亚洲文明必将重新光耀全球。西方未来
学家早就有“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预言，
中国和印度两个新兴经济体以及日本、韩

“拆墙”又“筑墙”凸显美式霸凌
近日，
美方继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 25%关税后，又扬言将启动对剩
下的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
税的相关程序。美方一系列举动，既是拆
国际贸易规则的“墙”，又是在全球范围内
筑保护主义的
“墙”
，
凸显美式霸凌与蛮横。
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至今，
以世贸组织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催生一系列规则和
制度，
成为全球贸易健康有序发展的柱石。
美国使用惩罚性高关税对待中国，
一来是赤
裸裸的单边主义行径，
二来把中国产品排除
在与其他世贸成员享受的同等税率水平之
外，
公然违反世贸组织相关原则。这样的行
径无疑对国际准则构成地地道道的破坏。
为掩饰自己的“拆墙”行为，美国罗列
了一些所谓理由，比如强调“公平贸易”和
“对等开放”，声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汽车
和钢铝等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指责

中国强制在华外企进行技术转让等。这些
理由看似冠冕堂皇，
其实不堪一驳。
首先，
拿所谓的
“公平贸易”
和
“对等开
放”
说事，
罔顾中美两个经济体之间资源禀
赋、
产业结构的差异，
不符合世贸组织互惠
互利等一系列原则。按照美国这种“绝对
对等”的逻辑，美国自身存在大量不公平、
不对等现象。比如，中国对带壳花生征收
15%的关税，
而美国相应的税率是 163.8%，
达到中国关税水平的十多倍。
再比如所谓的“国家安全”考虑，显然
经不起常识和事实检验。美国彼得森国际
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指出，
美
国约 98%的进口乘用车来自欧盟、
日本、
加
拿大、
韩国等国，
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开展调查
“站不住脚”
；
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
对美出口的钢材数量之少，甚至没有出现
在美国钢铁协会的榜单上，如何会影响美

国的
“国家安全”
？
至于“强制在华外企技术转移”一说，
更是把原本双方自愿的交易活动歪曲为
“强买强卖”，无视多年来美国在华企业通
过技术转让与许可获得巨额利益回报、成
为技术合作最大受益者的事实。
“拆墙”同时，美国的种种“筑墙”之举
同样不得人心。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在
公开场合拒绝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消极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
造成 2017 年和 2018 年亚
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均未在支持多边
贸易体制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特别是美
国政府不同意将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写入
部长声明，遭到亚太经合组织其他成员一
致反对。美国还多次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
构启动甄选程序，导致世界贸易组织的争
端解决机制面临困境。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日前公开表

国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让全球印象深刻。中印两国在经济危机
时期，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赢
得了更多话语权，尤其是成立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当前，全球依然笼罩着贸易保护主义
和单边主义的阴霾，亚洲国家无不感受到
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压力带来动
力，历史告诉现实，亚洲国家要团结，亚洲
文明须复兴。这次在中国召开的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抱团结
盟”，而是要创建一个亚洲各国交流学习
的平台，通过文化的深度交流和文明的互
学互鉴，深化亚洲国家的相互理解，实现
亚洲国家的合作共赢。
习近平主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
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
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我
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
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
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
共同前进。本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商亚
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赢大
计，必将擘画出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新画
卷，开创亚洲繁荣发展的新未来，让交流
互鉴文明之花在亚细亚璀璨绽放。

新华社记者

韩冰

示，
“不允许”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和争议
解决系统逼迫美国接受约束。违背契约、
唯我独尊的霸凌之态，
昭然于天下！
美国的“拆墙”和“筑墙”行为，破坏多
边贸易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危及多边贸
易体系，在世界范围引发担忧。欧盟常驻
世贸组织代表马克·范霍伊克伦表示，
美国
采取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不仅影响世贸
组织成员，也对全球增长预期产生消极影
响。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发表社论说，
美方
宣称将考虑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追加
征收关税，是无视经济和市场现实的粗暴
言论，
危及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
“拆墙”
也好，
“筑墙”
也罢，
背后都是一
己之私的算计，
是赤裸裸的单边主义、
霸权
主义作祟。蛮横霸道、仗势压人，罔顾规
则、不讲道义，如此恶劣行径，又怎能得世
人之心，
让世人信服？

用惩罚性赔偿填平免费宽带“陷阱”
购买手机套餐，获赠免费宽带，这样
的通信套餐实用又划算，给消费者带来许
多实惠。据新华社报道，不少手机用户近
日反映，自己一年前办理的免费宽带，到
期后没有提示自动扣费。想要取消却困
难重重，又是要求缴纳撤机费，又是要求
归还全套设备。
对于现代人来说，手机和网络须臾不
可分离，话费必须得交，网费也少不了。
于是，电信运营商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打
电话，送宽带”服务。只要用户消费一定
档次以上的手机套餐，就能获赠免费宽
带。在许多消费者看来，多交一些手机话
费，就可以免费上网，何乐而不为？如果
用了觉得不合适，免费宽带到期后取消就
是。然而，
“上船容易下船难”。等免费宽
带的甜蜜期一过，
各种烦恼就接踵而来。
先是说好的到期提示爽约了，不少消

费者在发现话费猛增后，才查询得知宽带
已经到期并自动续费。想要取消宽带并
不容易：有的地方规定，宽带使用不足两
年，
需要缴纳 150 元撤机费；
有的则是要求
用户在退网时归还全套设备，否则就要先
赔钱再取消。同时，继续使用宽带也有诸
多不便，手机套餐在规定时间不能降档，
携号转网也会受到影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
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
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
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
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承
诺到期提示，却直接扣费；只讲用户福利，
不讲消费限制…… 免费宽带成为“收费
陷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

运营商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底气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难以举证维权。
所谓“到期提示”、
“自动取消”，大都只是
工作人员的口头介绍，许多人在办理免
费宽带时并没有签订文字协议。等到日
后产生纠纷时，消费者百口莫辩，只好当
冤大头。二是违法成本太低。由于收费
方式具有隐蔽性，消费者通常很难及时
发现。即使事后发现较起真来，运营商
通 常 只 是 取 消 了 之 ，并 不 会 退 费 或 赔
偿。
“ 能 收 多 久 是 多 久 ，能 收 多 少 是 多
少”，如此收费陷阱，可谓高收益低风险，
稳赚不赔。
眼下，随着固网宽带和移动业务趋
于饱和，手机套餐赠送免费宽带成为通
信行业的发展趋势。不过，这一服务本
应实现消费者和运营商双赢，不能纵容
运营商夹带私货，暗设陷阱。对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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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一方面加强
对运营商的宣传引导，使其认识到欺骗
误导只能获取短期利益，却严重损害品
牌形象。唯有诚信经营提升服务，才能
行稳致远赢得市场。同时，提高消费者
的维权意识和能力，注意保存证据，积极
主动维权。对于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要依法严厉查处，通过引入惩罚性赔偿
提高违法成本。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
条，
“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
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免费宽带成收费陷阱，无疑涉嫌欺
诈。只有把“退一赔三”落到实处，让一些
运营商“偷鸡不成蚀把米”，才能促使其遵
守市场规则，
敬畏用户权益。

全体业主为火灾担责赔偿是一堂生动的警示课
2017 年 10 月 5 日，
浙江杭州城西金成
花园发生了一起火灾，导致一名小伙在火
灾中身亡。事后，受害人父母以小区安全
通道受阻耽误消防救援为由，状告业委
会。今年 4 月 28 日，经西湖区人民法院判
决，酌情确定被告(金成花园小区业委会)
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合计金额 11 万多元
赔偿款由 984 户小区业主分摊。
（5 月 15 日
《 钱江晚报 》
）
笔者以为，该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对今
后类似案件具有“示范”意义，而且对保证
消防通道畅通更有导向意义。
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
民家庭拥有小车的数量越来越多。然而，
不少住宅小区因为车位有限，私家车非法
占用消防通道停放的现象屡见不鲜。俗话
说，
水火无情。一旦发生火灾，
必然耽误救
援。既往，
这方面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不
少人都有这样的困惑：
因为消防通道被堵，
耽误了救援，
导致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是否有人该为此担责？谁该担责？
就杭州城西金成花园的这起官司而
言，
业主们也有不同意见。有业主认为，
既
然消防认定的起火原因“不排除玩火引燃
鞋柜引发火灾”
，
又凭什么让全体业主来承
担这个责任？但法院的判决给出了明确而
肯定的答案。因为火灾发生时，小区主干
道的停车问题、
大门口的商铺问题，
影响了

消防车辆的通行，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救援
时间。而金成花园小区是实施物业自管
的，
业委会未能通过有效管理，
确保小区入
口主干道的通行顺畅，存在一定过错。所
以，
“被告承担 10%责任”
，
这就意味着赔偿
金要摊派到该小区984户业主头上。
该如何理解小区全体业主为消防车
通道受阻埋单？上世纪 60 年代发生在美
国的一起著名的“椰子夺命”案，或许可以
给我们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一位在公
共海滩晒太阳的游客不幸被椰子砸中头
部身亡，夏威夷州政府因此被起诉。法官

认为，虽然椰子掉落乃风力所致，但夏威
夷州政府预见到这种可能危险却没有尽
职尽责消除，对公共设施及公共物业管理
不力，致游客死亡。最后，夏威夷州政府
被判赔偿 1000 万美元了事。从那以后，
政府为免重蹈覆辙便开始了对椰果的清
除，直至今天，
“夏威夷椰树不长果”之景
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虽然国情不同、领域不同，但道理相
通。我国《消防法》第 28 条明文规定，任
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血的教训

杨维立

一再警示我们，消防车通道“不通则痛”，
一起起不期而遇的火灾事故已留下了太
多的教训，不能总是等到“亡羊”之后才想
起“补牢 ”，成功的司法案例就是很好的
现身说法。杭州城西金成花园火灾赔偿
案一审判决至少发出三点警示：一是每一
位业主都要从我做起，严格遵守《消防法》
的规定。二是业委会或者物业公司都要
积极行动起来，严格履责，加强管理和服
务，全力清除消防通道上的“拦路虎”。三
是要举一反三，消除小区内各类安全隐
患，不留死角盲区，切实把安全工作做细
做实，
打造
“无果椰林”
，
实现防患于未然。
提 倡 什 么 ，反 对 什 么 ，具 有 价 值 导
向。该赔偿案的判决结果，认定杭州城西
金成花园全体小区业主承担法律责任，为
消防通道受阻担责赔偿，不仅是对死者家
人的一种抚慰，而且对公共安全也起到了
积极的引导作用——体现了对堵塞消防
通道及管理不力的谴责，换个角度看，正
是对打造安全人居环境的深情呼唤。
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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