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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寿炎

圣母院火灾带来创痛，但巴黎人勇于面对和承受，让生活开出烂漫之花

“她从来不曾离开，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不久前，我从巴黎圣母院火灾报道现场回

到布鲁塞尔。然而，在巴黎的见闻感触，至今仍
使我思绪难平。在一开始，圣母院焚烧之后的
惨烈景象，以及现场巴黎人的悲伤表情，都强
烈地冲击着我的情感。但在其后，当我来到远
离圣母院的别处， 却发现巴黎人的生活照常地
继续。在心底承受创痛的时刻，他们依然热烈奔
放、浪漫温情。那些一鳞半爪的生活细节，蕴含
着法兰西民族独有的精神风貌。 也正是这日复
一日、周而复始的庸常生活，犹如涵养水源的大
地和草木，使法兰西文化如塞纳河奔涌流淌，在
岁月里凝结出圣母院一般的瑰丽明珠。

路边餐馆：那位风趣的年轻人
4月 16日下午，当我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完成采访，已经是晚饭时分。我信步走到莫布
尔塔大道上一家街边小餐馆，狭长的店面摆满
了方桌子，沿街一面墙根，也是一溜儿小桌椅。

每寸空间都被精到地利用，餐具、器物和灯盏
琳琅满目，拥挤纷繁，又井然有序。顾客三三两
两，错落有致地坐着。一对年轻情侣坐在窗边，

神情热烈飞扬，但又很低声地喁喁私语。一位
女士瘦削修长，穿着硬挺风衣，在面前摊开一
本书。她手指里夹着一支细长香烟，优雅神秘，

一如法国电影里常见的画面。

“喝点什么？” 我点了餐，那位年轻的服务
生接着问。

“我不爱喝酒。”

“我们有饮料、果汁。”服务生不遗余力。

“不，我不想要果汁。”

“可乐？”服务生锲而不舍。

“我从来都不喝可乐。”

“那你就喝水吧！”服务生笑了一下，折叠
起菜单，无奈地放弃了。

“水？我背包里带了一瓶水。”

服务生笑出声来，善解人意地说道：“水是
免费的！”在巴黎的餐馆，饮用水盛放在无色玻
璃瓶子里，包装得像一瓶高档酒。初来乍到的
游客，常以为它要高价售卖。

顾客多起来，餐馆里一片忙碌。服务生飞
快地穿梭在餐桌之间， 热情地招呼、 点餐、结
账。他虽然高大结实，但轻盈得像一只蝴蝶。

我吃完饭，示意服务生结账。他马上回答：

“100 欧元， 谢谢！” 我吃了一惊。 遇上黑店
了———我明明只点了一份 17.5欧元的简餐。

“剩余都是我的小费。你愿意吗？”服务生哈
哈大笑，“我跟你开玩笑呢。17.5欧元，谢谢你！”

我的心情压抑了一整天， 此刻却松弛起
来。小餐馆精致、慵懒，跟惨烈的圣母院共存于
一座城。在这座城里，既有火灾现场悲伤凝重
的脸孔，以及他们无一例外的沉默，也有这些

飞扬或优雅的顾客，以及这位热情率真、风趣
幽默的年轻人。事实上，每个巴黎人都知道圣
母院经受了毁灭。但不管发生了什么，生活都
还在继续展开。这不是逃避和掩饰，而是另一
种面对和承受。

塞纳河：热情和微笑依旧
吃过晚饭，我沿着塞纳河左岸慢走。太阳

沉向西边，云层阴郁了一整天，却在傍晚时分
被夕照点亮，变成一片明媚的晚霞。时值春夏
之交，河水涨满河床，几乎没及堤岸，使河体更
显丰盈。在宽阔的河面上，货船沿着两岸停泊，

留出一道河心，让满载游客的游船来回巡航。

塞纳河风光举世闻名， 让人心神陶醉。一
阵喧哗声由远而近。寻着声音望去，几十个年
轻人集结成队，男男女女都呼号着，高举双手
撒腿跑来。他们从我身边飞奔而过，真有点万
马奔腾的气势。放眼望去，河岸上跑步的年轻
人络绎不绝。他们或三五成群，或成双结对，或
一个人独自慢跑。在渐暗的夜色里，在明灭的
灯光水影之间，从黄昏，一直跑到深夜。

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 巴黎人对塞纳
河，也像对母亲一般亲昵依恋。4月 17日下午，

我在完成采访之后，沿着塞纳河右岸，从巴黎圣

母院往协和广场走。人们结束了一天工作，聚集
到河边，塞纳河岸就热闹起来，变成了巴黎人的
客厅。 临水岸堤一溜儿坐满了人， 情侣依偎私
语，友朋欢笑畅谈。河边岸线的步道上，很多人
席地而坐，摆开啤酒、饮料和零食，觥筹交错，开
怀畅饮。 更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沿着河堤跑
步、轮滑，练习难度极高的滑板。到处都是欢声
笑语。也许亚洲面孔引人注意，当我一路走过的
时候，河岸上不断有人微笑示意，热情招呼。

在圣母院现场，巴黎人的悲伤和沉默震动
了我；在塞纳河两岸，巴黎人的热情和热烈又
感动了我。一个民族既能承受命运的无常和创
痛，又能让生活开出烂漫之花，那她必然蕴含
着澎湃的生机、不屈的伟力。

教堂：父与女的虔诚和童真
4月 18日下午 7时许，距我离开巴黎还有

两个钟头。在巴黎火车站吃过晚饭后，我来到
车站旁边的圣文生·德·保禄教堂。按照基督教
的传统说法， 这一天正是耶稣受难日的前夕，

基督教的“圣周”宗教活动即将进入高潮。

那时候教堂正在举行宗教仪式。椅子都坐
满了人，一些教徒就在走廊门口的台阶席地而
坐。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难忘的“圣周”，

因为巴黎圣母院作为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
教座堂，就在“圣周”期间遭受了这场火灾。

按照宗教仪轨，教徒虔诚地祈祷、歌咏。也
许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 可以抚慰他们的悲
伤。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怀里抱着年幼的女
儿，在教堂的回廊通道来回走动。每当管风琴
响起，唱诗班开始歌咏的时候，他就跟随着歌
咏起来。然后，他终于穿过通道，走到教堂后
排，跪在地上虔诚祈祷。他怀里的幼童抬起头
来，好奇地仰望父亲的脸，伸出手去抚弄他。父
亲俯下脸来，眼里充满温情，轻轻地亲吻女儿
的额头，小女孩就“咯咯”欢笑起来。

这父与女的虔诚和童真，让人感受到未来
和希望。一代又一代，人事会有更替，但血脉在
延续、情感在传递、文化在传承。每个艰难的时
刻，最终都会变成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前行者
的勇气和力量。

离开巴黎的时候， 窗外正是万家灯火。列
车飞驰，掠过城市，驶向漆黑的旷野。我的耳边
回响起出租车司机的一段话：“我爱巴黎，我爱
圣母院，我们将重建它。也许五年，十年，十五
年，总之它一定会回来的。事实上，她从来都不
曾离开，永远都跟我们在一起。”

（作者系本报驻欧记者）

最多载重 1.5千克，有望几分钟内送到餐

美发放首个无人机配送许可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联邦航空局近日宣

布，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旗下的无人机配送公司
“翼航空”发放美国首个无人机配送许可。

美联邦航空局在发给新华社记者的一份声明中
说，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旗下无人机配送初创公司
“翼航空” 已达到取得航运许可证所需的安全要求，

将在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开始商业配送服务。

公司官网视频显示，“翼航空”公司的配送无人
机顶部配置有 14个螺旋桨， 可垂直起降并悬停在
半空中，通过绳索将机身腹部的货物送下来。据介
绍，这种翼展约 1米、重量约 5 千克的无人机由电
力驱动，送货无人机最多可载重 1.5千克。

“翼航空”首席执行官詹姆斯·伯吉斯说，未来
顾客有望下单后几分钟之内就获得一份热腾腾的
健康晚餐，让生活方式发生彻底变化。

位于泰专属经济区内，涉嫌侵犯主权

泰海军搬迁争议“海上小屋”

新华社微特稿 泰国海军近日着手挪走南部普
吉岛附近海域一座海上小屋。 屋主是一对跨国情
侣，可能因这一建筑违法而面临重刑。

小屋由美国人查德·埃尔沃托夫斯基和他的泰
国籍女友纳迪娅建造。两人是“海上家园”运动知名
成员。这项运动寻求在海上打造不受国家约束的漂
浮社区。关联企业海洋建造者公司把这座小屋称作
全球第一处“海上家园”。

埃尔沃托夫斯基上月在互联网发布视频，详细
介绍这处小屋的建设， 说后续将有 20多处类似海
上住宅出售，继而形成一个社区。小屋位于距离普
吉岛西海岸大约 14海里的公海海面， 埃尔沃托夫
斯基和纳迪娅两人坚称不违法。 泰国政府认定，小
屋位于泰国专属经济区内，涉嫌侵犯泰国主权。

一些旅行社导游曾是剧中群众演员

北爱《权游》取景地成热门
新华社微特稿 随着美国 HBO 电视台制作的

中世纪题材电视剧《权力的游戏》（简称《权游》）最
后一季播出，该剧在英国北爱尔兰的取景地成为热
门旅游景点，吸引各国游客到访。

在诸多景点中，卡申登洞当地的哥特风格古堡
沃德城堡是电视剧中主要场景临冬城的取景地，现
在已成为固定景点。

当地导游帕特里克·罗根所属的旅行社自 2012

年推出“石头和王座”旅行线路，提供游览《权游》取
景地的每日游， 每天组织游客乘两辆旅游大巴游
览。罗根说，这条线路颇受游客欢迎，还有另外至少
4家旅行社提供类似服务。不少旅行社导游曾是《权
游》群众演员。北爱尔兰旅游部门估计，受益于《权
游》热播效应，仅 2016年就有 12万游客到访当地，

为当地旅游业带来 3000万英镑收入。

4月 16日，在法国
巴黎，人们为发生火灾
的巴黎圣母院祈福守
夜。 新华社 发

老百姓吃的都是真药，却难吃到好药
市人大常委会对中医药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为下一步修法做好准备

■本报记者 王海燕 通讯员 宗原

在中医药领域有不少现象引人深思：居民
们买到假药的现象基本消除，但要买到好药仍
很难；物美价廉的中药制剂颇受欢迎，却很难
在正规药房买到；针灸、推拿等诊疗费，还不及
足浴房的服务费……如何让医疗服务的价格
真正体现中医医师的劳动价值？怎么加强对中
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量监管？

围绕本市中医医疗机构发展、 中药材质
量监管及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情况， 今年 2 月
起，市人大常委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
药法》和《上海市发展中医条例》的实施情况，

开展了一系列执法检查， 并为下一步修法做
准备。

“在上海看中医，不缺名医大家。望闻问
切，药方开好，剩下就是去药房抓药。然而这样
一个巨大的中药饮片消费市场， 质量到底如
何？”执法检查座谈会上，龙华医院院长肖臻开
门见山：“上海老百姓吃的都是真药，却难吃到
好药。”

这并非肖臻一家之言。据了解，在上海，中
药材采购主要来自药材的种植基地和持有药
品经营许可的中药材经营企业， 康桥饮片、德
华国药、 雷允上饮片等近 10家饮片生产企业
使用的近 70 个大品种药材，均从国内药材种
植基地直接购入。同时，得益于提高市场准入
门槛、实行总量从严控制的管理方式，上海中
药饮片生产企业数量自 2001 年以来一直控
制在 20 家，避免了饮片企业小、乱、差现象。

可以说，整个中药饮片采购、制作、销售环节
均受到非常严格的监管， 老百姓无须担心买
到假药。然而，由于受到医保招标统一价格的
制约，本市中药饮片长期以来价格偏低，处于
价格“洼地”，因此无法在市场上拿到最好规格
的药。

“可能有人会担心调价必然增加医疗费
用。”肖臻为患者算了笔账：“用了好药，疗效好
了， 治疗周期就会缩短， 这样看其实是划算
的。”他直言，这种不合理的现状不利于中医长
期发展，需要调整。

市人大代表张辰建议，要在制度上有所突

破，可以对进医保的中药进行价格控制，对不
进医保的部分自费药留有加价空间。许丽萍代
表也建议，应综合考量中医药价格体系，多元
思维解决各层次需求。

芪白颗粒、金黄膏、紫归长皮软膏……这
些大名鼎鼎的院内制剂是很多医院的 “拿手
绝活”，官方称“医疗机构制剂”，即医疗机构
根据临床需要， 经批准而配制自用的固定处
方制剂。它们很多都是老中医的家传秘方，因
物美价廉受到患者热捧，但购买不易。

根据规定， 本市各医院的院内制剂仅可
在医疗集团内部流通， 非集团内医院望尘莫
及。而对于很多集团内的分院来说，要能轻松
用上院内制剂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流通手续
一年一批，流程也不简便，且自制制剂保质期
比正规药品短， 往往一年当中就会有一段青
黄不接的时间。在这段“空窗期”，医院不能自
己制作药品，市场上也买不到，这就对相关病
种的治疗带来影响。

业内人士提出，甘肃等省已出台相关政
策，院内制剂可在整个省内通用，上海也可
参考此类措施， 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突破，

遴选 10 多 个 或
20 个院内制剂在
全市流通，在副作
用方面加强监管
把控的同时，真正
方便老百姓用药。

除院内制剂
难以流通，还有一
些具有特色的中
医传统制剂在现
代医疗服务体系
中也面临尴尬境
地。比如，有一线
中医科医生表示，

临床实践中九一
丹去腐生肌非常
有效 ， 但因为含
汞，原材料不能采
购，而实际院内都
在使用。这种药到

底能不能上台面？大家都说不清楚。同样，一些
医院内的中药外用制剂已传承了四五代，临床
疗效很好， 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合法批
号。如何让这些传统制剂进入合规市场，需要
进一步研究。

从针灸到敷贴，从推拿到耳穴疗法，很多
中医治疗手段对一些病种有特殊疗效。 调研
中， 中医诊疗收费问题成为执业医生的 “槽
点”。比如，推拿常常用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推拿科医生要培养 8年才能从事这个工作，而
一次治疗的收费只有几十元，和市面上足浴房
的服务费都不能比，可后者的从业资质根本无
法保证。又如，普通的针灸收费定价是 5 个穴
位 15元，封顶 30元，也是十分低廉。

不仅如此，在上海市医药收费目录中，同
样的手术，一样的人力和投入成本，中西医的
收费相距甚远。“比如肛肠科手术， 西医收费
两三千元，中医只有一千多元。”金山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院长汤必孝等人直言中医手术定
价偏低，不合理。

有业内人士指出，和西医医院存在大量的
手术不同，中医医院鲜有手术费，主要还是依

靠医务人员的劳务。 以推拿科的医生为例，如
果一天满打满算从早到晚也就只能服务 16个
病人， 一天 8个小时的劳务价格实际很低。中
医诊断同样有劳力付出， 要用到专业知识，不
能因为没有和西医一样的耗材费，就被“价格
歧视”。过于低廉的中医诊疗收费，不仅严重影
响医生积极性，投入与产出的错位更会影响中
医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一线的中医呼吁，建立合理的中医诊疗服
务价格体系， 推动中医诊疗技术持续健康发
展。

不同于西医人才培养模式，中医人才往往
靠“师傅带徒弟”传承。一般来说，一名西医到
了 40多岁即进入黄金时期， 而一名中医的成
熟需积淀至五六十岁，不少国医大师都是白发
苍苍。

人才匮乏是制约上海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瓶颈，对于一些远郊社区卫生中心的中医科来
说，更面临着中医退休、科室就要关门的尴尬
局面。对此，丁明代表认为，丰富传承模式尤为
重要。“一方面可采用师徒型传承模式，通过业
务资质过关的医师手把手培养新一代人才；另
一方面可采取院校型成长模式，即在现有的中
医药院校培养人才，学校要做到既适应现代科
技发展，又能继承传统，不断充实和改进教育
内容，为中医药人才的终身发展提供支持。”通
过多种传承模式打造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中医
人才队伍，才能确保中医药这一传统学科得到
有效延续和发展。

“用西医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中医医院，是
当前的普遍现象。” 上海龙华医院医生王庆其
说，病床周转率、药占比等都是西医的考核指
标，中医水平高低并不在于检查，而在于临床
疗效。用西医的评判标准来考量中医，最终导
致的是中医医院“西医化”。与此同时，在重科
研、重论文、轻临床的“指挥棒”下，中医人才的
培养还是套用西医模式，要去《科学引文索引》

（SCI）发表论文。

业内人士呼吁，亟须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
中医评价指标体系，在医院管理和人才管理方
面有所创新突破，把中医人才从西医的考核指
标中解放出来。

人大代表巡查中心城区近150条道路

27个路段“行道树缺株”

■本报记者 王海燕

行道树是建设生态城市的一项重要指标，也代
表着城市形象和文化底蕴。 因地下有煤气管线，或
人行道过窄、地形特殊等原因，本市中心城区至少
有 27个路段出现行道树缺株现象。 今年市人代会
上，市人大代表顾秀平提交了一份关于改善上海市
中心城区行道树缺株情况的建议。

行道树缺株可分为两类情况
在顾秀平看来，行道树在城市道路绿化与园林

绿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本市行道树数量已突
破 120万株，主要树种达 48种，形成以悬铃木和香
樟为主，其他树种为辅，多树种相衬的特色。行道树
不但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城市道
路景观面貌，更彰显城市文化品位。然而，行道树生
长需特定空间条件，随着城市设施不断更新，尤其
是人行道和地下管线抬高等原因， 本市部分路段、

部分种植点位行道树出现枯死或空缺。

顾秀平选择中心城区道路行道树作为研究对
象，对近 150条道路进行巡查，并结合沿街走访、咨
询市区绿化管理部门等方式进行调研发现，调查范
围内有 27个路段存在行道树缺株现象。

经观察分析， 他将这 27个路段行道树缺株现
象分为两类：一类是点状缺株。因局部地点有特殊情
况造成行道树无法生长，比如黄浦区建国西路（陕西
南路—瑞金二路）和普陀区岚皋路（华池路往南段），

因地下有煤气管线不适宜行道树生长。 还有一种是
特殊地形所致缺株，如公交站台、医院门口、小区门
口等。还有就是死树、病树未及时补植。第二类是段
状缺株， 原因也有多种， 一种是部分道路人行道过
窄，没有预留种树空间，如静安区成都南路（近淮海
中路）、虹口区大名路、长宁区中山西路（吴中路—虹
桥路）等。还有一种是地下环境不符合种树条件，如
黄浦区马当路（近淮海中路）、徐汇区宛平南路（肇嘉
浜路以南）、虹口区广中路（近中山北路）等。此外就
是道路施工导致缺株，如静安区武定路（近常德路）、

普陀区武宁路（普雄路—中山北路）等。

新建规划要预留行道树空间
如何改善行道树缺株？顾秀平认为，市绿化部

门应立足城市精细化管理，积极主动应对并加强技
术研究，科学合理种植行道树，并对死树、病树及时
补植。他建议，加强城市绿化创新技术研究，针对一
些特殊环境选择适应性较强的树种。如受地下管线
影响的路段可选择花箱或树箱形式的绿化。绿化部
门要加强与市规划、路政等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尤
其希望规划部门能在新建道路规划时预留行道树
种植空间，避免与市政设施产生矛盾；对已有矛盾
的，绿化部门要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形成
跨行业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市住建委表示， 将积极支持行道树改善工作，

对于行道树下燃气管道泄漏的情况，正牵头推进燃
气地下隐患管网的改造工作。 去年已完成 125 公
里，今年计划完成 110公里管道改造，到 2020年将
完成全部 365公里的隐患管网改造。

由于受到医保招标统一价
格的制约，本市中药饮片长期以
来价格偏低，因此无法在市场上
拿到最好规格的药。

中药饮片价格长期处于“洼地”

一些医院内中药外用制
剂传承四五代，疗效很好，但没
有合法批号。需研究如何让这些
传统制剂进入合规市场。

院内制剂物美价廉却不易买到

人大代表正在进行执法检查。 展翔 摄

过于低廉的中医诊疗收
费， 不仅严重影响医生积极性，
投入与产出的错位更会影响中
医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应建立合理中医诊疗价格体系

中医水平高低不在于检
查，而在于临床疗效。用西医评
判标准考量中医，最终会导致中
医医院“西医化”。

不能用西医模式管理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