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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员制度不能形同虚设。
日前，《人民陪审员法》首次提请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草案增设7人合议庭，以满
足审理重大案件的需要。在7人合议
庭中，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
定问题，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

说起陪审员，很多人会想起《十
二怒汉》里的情节：由十二个素不相
识的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因一桩杀
人案件而激烈争执。这对陪审员制
度的价值做了形象阐释：通过对审判
环节直接的监督嵌入，促进司法公
正，推进司法民主。

既然是为司法公正、民主加码，
制度本身就得更公正更民主也更合
理。陪审员法草案将选任陪审员的
学历要求，从原有的大专以上降低到
一般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限
制则从23周岁提高到28周岁，一边
放宽学历限制一边强调经验储备，是
为了显现陪审员遴选的普遍性，“让
更大范围的群众有机会选任人民陪
审员”。

就当下实践看，陪审给很多人的
字面印象，仍是所谓的陪着审——陪
审员无法真正参与司法裁量的实际
过程，有陪审员配合的某些合议庭，
其实也缺乏合议的属性。

此次陪审员法草案，通过立法的
方式对陪审员参与司法审理的案件
类型、职权范围做了明确：现有三人
合议庭模式中，以不区分事实审和与

法律审的方式确保陪审员的参与
感。这面临的考验就在于，并不具有
专业知识和未经系统法律训练的陪
审员，如何真正参与不区分事实和法
律审理阶段的合议庭讨论，如何避免

“审而不议”的现象？
而新增的七人合议庭，明确规定

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不
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可见立法者也看
到了陪审员事实上参与司法裁量的
实操困境所在。

毋庸置疑，以社会阅历和朴素正
义观驱使的陪审员，在司法居中听讼、
庭审实质化的基础上，有能力对案件
进行基本的事实判断。而能否让陪
审员真正发挥制度设计的初衷，也很
考验此次新版七人合议庭的实践。

7人的合议庭中，陪审员与法官
的人员配比通常是4∶3。考验陪审员
是否真正参与司法审理的指标，可以
是观察具体个案在事实认定层面是
否会出现陪审员群体否决专业法官
的可能。要想让“陪而不审、审而不
议”的尴尬彻底改观，就得通过具体
的程序设计，确保陪审员参与案件事
实审时是“真的审”。

让陪审员制度改革改变公众对
于陪审的刻板印象，此番立法不失为
一次难得契机。无论是人员设置、合
议庭组成上的革新，还是案件类型层
面的大幅度扩容，都有助于通过具体
细节的安排，让陪审员不再形同虚
设。 新华网

清晨，林木葱郁，在我市的
公园、广场、居民小区，市民在
各个健身场地，选择自己喜爱
的健身方式，开启新的一天。
傍晚，日落西山，华灯初上，健
身场地再次热闹起来……蓬勃
的全民健身活动，让我市处处
洋溢着朝气与活力。（12月22
日《镇江日报》）

著名免疫学专家、全国政
协委员冯理达曾经说过“对于
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健康这
个 1，其他条件再多也只是 0。
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所有的0

都是健康1的外延和扩展”。而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健康
不太重视，有的甚至连最起码
的健身锻炼都没有。长此以
往，身体就会越来越差了。这
样的例子，还少吗？

现在，有了政府倾心打造的
健身路径、体育小公园等健身场
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宅”着
呢？须知，走出家门，走进身边
的健身场地，积极参加健身锻
炼，不但能增强体质，而且也给
了自己放松和调节的机会，能够
让自己更加精神抖擞地投入到

工作或学习之中，好处可谓是一
箩筐。实际上，锻炼身体也不仅
仅是为自己，更是为家人。当自
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时，对家人
而言，何尝不是好事呢？

健身路径、体育小公园等
的建设体现了政府对市民的关
爱，也是落实全民健身这一国
家战略的具体工作体现。我们
每个人都不要辜负政府的关
爱，要积极行动起来，爱上锻
炼，坚持锻炼，让健身锻炼成为
每个人的良好习惯。

可以说，我市不断投入巨

资为市民倾心打造的健身专
场，满足了更多镇江市民的健
身需求，更有利于让健身成为
市民的生活常态，就好像每日
的洗脸刷牙一样。可以肯定的
是，有了健身场地，健身将会成
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不
但让人们获得了身体的健康和
无限活力，更是内心饱满的热
情。当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将这
种从健身中获得的热情投身于
工作、生活、学习中，必会让镇
江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必会
让镇江更加靓丽和精彩。

日前，针对引起广泛质疑
的“我国超过 5 亿人有家庭医
生”报道，有关部门回应，家庭
医生不是私人医生，推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是方便群众看病
就医的重要举措，全国签约人
数目前已完成任务目标，但签
约服务的推进还不平衡、服务
质量仍有待提高。话题背后，
折射出百姓健康的新需求。

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的老
龄化、城镇化和慢性病高发等
诸多挑战，以医院为中心的医
疗模式难以充分满足群众需
求。居民看病就医集中到大医
院，“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
也不利于改善就医环境、均衡
医疗资源、合理控制医疗费用
等。从“上医院”转向“看医
生”，家庭医生制度也是许多国
家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关
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
导意见》要求，到 2017 年，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
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

率达到 60％以上。然而目前，
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仍
处于起步阶段，居民认可程度
较低，基层服务供给能力较为
匮乏，这成为此次大家“吐槽”
的重要背景。

“看医生”模式，对上了年
纪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
生。曾经，一根针、一把草，以
春苗为代表的“赤脚医生”为主
体，我国建立初级卫生保障制
度，被称为中国的第一次卫生
革命。改革开放以来，“赤脚医
生”淡出历史舞台，我国医疗

“金字塔”结构发生倒置，大专
家主要聚集在三甲医院的“塔
尖”上，社区医生身居“塔底”。
但他们普遍存在学历低、职称
低、知识老化、经验缺乏等问
题，无力承担健康“守门人”的
职责。未来我国医疗卫生服务
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结束大医
院的“战时状态”，从疾病为中
心转到健康为中心，筑牢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
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
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家庭医
生不只是一种职业的称呼，更
像是一个家庭的“健康管家”，
帮助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不生病或少生病，体现的是基
层服务模式与大医院服务模
式的不同。但社会地位不高、
职业前景不佳 、收入水平偏
低，是基层家庭医生面临的普
遍问题。目前，家庭医生特别
是全科医生的数量不够，距离
2020 年每万名城乡居民有 2—
3 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目标还有
一定的差距。要从健全签约
服务激励机制入手，告别旱涝
保收、坐吃“皇粮”，增加“含金
量”，让家庭医生干活更有劲
头。

当前，家庭医生签约覆盖
率还不够，也有不少人反映只
是“签而不约”“为了签约而签
约”，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
的个性化签约服务不足，居民

获得感不强。提高家庭医生
签约率，亟须以问题为导向，
化解政策“梗阻”。比如，一些
慢病患者的用药只能在大医
院开，家庭医生没法开。制度
不配套，政策支持不到位，家
庭医生还是进不了家。去年，
上海启动新一轮社区卫生服
务综合改革，居民只要选择家
庭医生就诊或转诊，就可享有
优先预约就诊、慢病长处方、
延伸处方等“大礼包”。以居
民需求为切入点，用“政策红
利”吸引居民自愿签约，才能
量身打造健康服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家庭医生在我国尚处
于起步阶段，从“坐堂医”到“上
门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扩
大覆盖面只是第一步，服务要
跟上，医生水平也要跟上。让
更多家庭医生进家来，才能为
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服务 ，为健康中国助力。

人民网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必定崇尚
英雄。

22日，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最高
立法机关用庄严行动回应社会各界
对捍卫英雄的高度关切，回击污蔑
抹黑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暗流，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
义精神、崇尚和捍卫英雄烈士提升
到了国家法律的高度，振奋人心。

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一
些人打着“还原历史”“寻找真相”

“重新评价”等幌子，歪曲、否定革

命历史，诬蔑、诋毁英烈人物，罔顾
事实、混淆是非、恶意解构，将民族
英雄、革命先烈污名化，其歪曲历
史、数典忘祖、挑战正义良知、扭曲
价值判断的做法，遭到公众的谴
责，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警觉。

“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
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面
对暗流，社会各界对立法保护英雄
烈士的呼声不断高涨。2017年全
国“两会”上，有250多人次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一些群众
来信提出，建议通过立法加强英雄
烈士保护。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英雄烈士保护立法将明确英

雄烈士的历史功勋，对保护英雄烈
士的名誉荣誉、做好烈士褒扬和遗
属的抚恤优待等作出规定并规范
英雄烈士纪念缅怀的场所和活动，
把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以法律制度形式落到实
处。英雄烈士保护立法，将极大推
动对英烈精神的弘扬、对红色基因
的传承，养天地之浩然正气、弘民
族之英勇荣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中华民族自古就不缺乏英

雄，近代以来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的崇高事业，更是英雄辈
出、烈血挥洒。

今天我们为保护英雄烈士立
法，不仅决不允许抹黑英雄烈士、
让历史变得虚妄，更是要弘扬和传
承英雄烈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
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
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
必胜信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凝聚起全体人
民的坚强意志和无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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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谈

捍卫英雄荣光
弘扬浩然正气

居民需要更多“健康管家”

让健身锻炼成为人人好习惯
王锦南

手机管理已成为学校管理者和
教师的烫手山芋，让老师们头疼不
已。咸阳兴平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
班主任为了惩罚学生旷课、不出早
操、上课玩手机等不遵守纪律的学
生，竟然想出了罚款的法子。

这种用罚款来管理上课玩手机
的做法，也许可能带来一时之效，但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管住
了学生的手，也管不住学生的心；管
得了一时，也管不了长远。因此，作
为老师，管理学生手机不能“一刀
切”，不让学生使用；也不能硬碰硬地
管理，而应多些教育智慧，耐心地对
学生们进行批评教育。

不可否认，学生在使用手机过程
中，不仅方便了家长与学生、学生相
互间的联系，还可以愉悦学生身心，
拓宽知识面。但不容忽视的是，学生
好奇心强、约束力差，人生观、世界观
暂未形成，心理方面尚未成熟，在使
用手机的场合、时间上，控制力明显
不够，上课期间或者发送短信、或者
使用QQ、微信聊天，或者浏览网页，
造成学生听课过程心不在焉，听课效
果下降；学生明辨是非能力弱，泛滥
的垃圾信息不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
发展；玩弄手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同学之间沟通、交流少，容易产生隔
膜，日积月累的矛盾必然激化。同
时，学生带手机到学校很多是一种炫
耀和装饰，易于引发攀比心理，容易
形成不良的消费习惯。

因此，管理好学生手机十分必
要，是必须引起重视的教育管理难
题。可以说如何管控学生携带手机
等电子产品进入校园，这个难题不
仅是中国校园的难题，也是世界各
国教育管理者共同面临的课题。校
园手机要管得学生心服口服，恐怕

不是“一刀切”或者“硬碰硬”的事，
还得多借鉴国外经验或者多些教育
智慧。或许国外的一些成功做法能
有助于我们打开管理学生使用手机
的“另一扇窗”，也许能助力我们探
寻到真正解决学生“手机问题”的新
路径。

当然，我们也要从中国的校园实
际出发，不能盲目地照搬国外做法，
要从中得到启示，完全禁止学生携带
手机到学校并不可取，完全采用“堵”
的方式来治理“手机问题”也无济于
事，往往是事与愿违，必须堵疏并举，
多管齐下。

其次，既要做到严格管理，又要
维护学生的使用权益。既然禁止不
了，那就是要管理好，手机本没有
错，需要制止的是不正确的使用手
机。严格管理与人性化的管理彼此
并不相悖，对于学生手机的使用，只
要我们肯想办法，完全可以寻求到
既有利于学校教学管理，又有利于
尊重和保护学生合理使用手机权益
的解决问题之道。

再次，如何管理好学生在校园使
用手机等，除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具
备相关法律知识外，更需要我们历练
出管理的大智慧。最不动脑筋的做
法就是禁止学生使用手机，谁都知道
不可能做到，这样的说法只能是自欺
欺人而已。要让学生上课不玩手机，
首先必须让他们自己认识到这件事
不好，建立起正确的是非观念。

过不了手机关就过不了时代关，
智能手机进校园是大势所趋，只有顺
势而为才能有所作为，向陈旧观念开
刀，以主动作为的态度管好用好手
机，既要把智能手机迎进校门，更要
让学生放心用好。这才是教育管理
者应该追求的境界。

众议院

陪审员制度立法：

让陪审不止“陪着审”

校园手机管理宜多些教育智慧
唐守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