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員代表齊建言
■全國政協委員張靜：

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等方
式，設立公益崗或聘請專業社工，為留守
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服務，並將農村留
守兒童社區關愛服務試點項目納入中央財
政，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到服務項目。

■全國政協委員、伊利集團董事長潘剛：
寄宿制學校是關愛保護留守兒童最有

效的途徑，多一些情感投資，多一些耐心
疏導，多一份責任關懷，努力創造「吃在
學校解食優、住在學校受關愛、學在學校
學知識、樂在學校感幸福」的條件，要在
「管、護、教、娛」全方位下功夫。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
任周洪宇：

實施免費閱讀行動將有助保障農村留
守兒童的基本閱讀需求。資金可實行「分
類承擔」，即東部發達地區由自行全額解
決，中部一般發達地區及西部欠發達地區
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擔。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柳州市柳北區初中
生物教師謝世梅：

要強化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制訂政
策措施，鼓勵社會力量幫助留守孩子回到
父母身邊，同時，鼓勵外出農民工回鄉創
業。對於農民工流入地的城市，應該在廉
租房、農民工子女就地入學方面提供更多
幫助。

■全國人大代表、明尚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
欣蓉：

需要普及兒童防性侵的教案和教材，
提高農村留守兒童及其家長防性侵意識。

資料來源：記者 江鑫嫻 整理

關愛留守童 政府擔重責
委員籲加強鄉村師資 放寬隨遷子女就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

道）春節過後，網上流傳這樣一張圖片，

7歲的小男孩在和即將離鄉的母親分開時

哭喊「不要對我這樣」。小小年紀便要和

父母長期分離，是當下中國農村6,100萬

留守兒童的真實縮影。全國政協委員、北

京四中校長劉長銘表示，留守兒童在教

育、情感、心理等方面均需要社會給予更

多的關愛。他建議，從強化政府責任、加

強教師培訓等多方面確保農村留守兒童的

教育不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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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號販子需手術式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道）全國
政協常委、教科
文衛體委員會副
主任、原衛生部
副部長黃潔夫9
日在北京表示，
儘管6年來醫改
取得了階段性成

果，但「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問題還未得
到根本緩解。要想根治這一問題，必須要有一
個和諧、公平的醫療衛生服務環境。同時，還
必須有一支道德高尚、醫術精良的醫務人員隊
伍。「這兩點如果缺一，醫改都很難成功。」

公立醫院改革嚴重滯後
黃潔夫認為，「看病難」的原因主要是優
良醫藥衛生資源的不足。另外就是結構性的

矛盾，地區分佈很不均勻，城市和農村分佈
相當不均勻，這樣造成民眾看病很難。「看
病貴」則主要是由於公立醫院改革嚴重滯
後，導致國家花的大量金錢被醫院服務中的
虛高商品消化掉了。
在被問及如何切除「號販子」這個病灶時，黃
潔夫表示，其一是對兩萬多家醫院進行外科手術
式的改革。「該公立的就是（辦成）公立醫院，
該民營的就是民營醫院，該慈善的就是慈善醫
院。」黃潔夫說，分清楚，老百姓選擇就多了，
醫生服務的合理價格也可在不同的就醫環境得到
公正體現。其二是政府要為民眾提供基本的醫療
衛生服務，讓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服務。他同時表
示，多元、高端的服務要放開市場，讓社會資本
進行社會辦醫，讓民營醫院甚至外資進入到市
場，把這塊蛋糕做大。
黃潔夫還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定了今年的調研題目，就是深化醫
藥衛生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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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
開發領導小組專家諮詢委員會
主任范小建表示，中國已減少
了1億多貧困人口，目前還剩
下5,000多萬貧困人口，是最
難啃的「硬骨頭」。

「骨頭硬在哪裡？」范小建
認為，第一是貧困程度深；第
二是長期貧困所佔的比重大，
即貧困代際傳遞；第三，特殊
類型多，例如生態型的貧困、
社會發育型的貧困、邊境扶
貧、地方病的高發區，這些都
需要加大投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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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建
全國政協委員、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
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

全國人大代表、西藏
自治區主席洛桑江村9
日在北京表示，西藏正
在加快構建包容、開
放、合作的政策體系，
發展開放型經濟，加快
建設中國面向南亞開放
的重要通道。他說，歷
史上，西藏是中國與南
亞交往的重要門戶。

洛桑江村表示，西藏
建設成為面向南亞的重
要通道，將推動中國與
南亞國家「陸路通道」
和「空中走廊」的互聯
互通。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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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
西藏自治區主席

政府預算報告提出養老
金將上漲6.5%左右，12年
來增幅首次低於 10%。對
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
會保險學會會長、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胡
曉義在9日的記者會上回
應稱，養老金調整水平是由
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支付能
力等五大因素決定的。
「所有這些因素集合起

來作一個調整待遇的方
案，我認為取 6.5%左右還
是恰當的。」胡曉義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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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米南兩會報道）「醫療改革的重
點應該放在提高醫療衛生部門的管理水平提高上，否則以
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為目標的醫療改革難以成功。」
日前，在福建代表團審議討論中，全國人大代表、福建
省立醫院副院長翁國星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作為一名心臟外科醫生，我舉個例子，同樣一台進

口人工心臟機械瓣膜，美國的價格是700美元，歐洲是
600歐元，而中國招標價格是1.4萬至1.6萬元人民幣。
其它耗材、藥品也都有類似情況。」翁國星說。他又
說，醫改可省錢的最大領域，應該是虛高藥價和高值耗
材價格，管理部門應該有更大作為。
他認為，中國民眾之所以認為「看病貴」，主要是因

為個人支付比例太高，要佔30%以上。同時，政府的醫
療衛生支出偏少。翁國星為此呼籲，政府應逐步加大醫
療衛生投入，減少個人支出部分，開發更多更合理的醫
療付費方式，為病人提供最適合的醫療服務。
他直言，隨着人們的健康意識與要求的提高，人口老

齡化速度的加快，城鎮化的推進，醫學領域新技術的發
展，「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還將長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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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銘說，「留守兒童是中國發展過程中形成的
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父母為國家的經濟發展

作出了巨大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所以我們
應該關注他們孩子的教育問題。」

農村兒童是未來人才
劉長銘認為，只要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給予足夠
的關注，他們會成為各行各業的人才。無數事實證
明，包括留守兒童在內的農村孩子，將來完全可以
成長為技術人員、工程師、科學家、教授，甚至院
士、諾貝爾獎得主。他表示，農村孩子是人力資源
有待開發的富礦，要根據需求，為他們提供優秀的
師資、與父母有效溝通的渠道和生活精神上的關
注。
除了社會關注外，劉長銘還建議，要強化政府的

責任。對政府而言，強化政府的責任就是要真正切
實落實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
作的意見》的精神，特別是要重新認識鄉村小學存
在的意義，及其對於打造鄉村文化的重要作用。同
時，還要通過加強鄉村教師培訓、購買人才、購買
教師服務等方式，打造一支適應鄉村教育、特別是
適應做好留守兒童教育的教師隊伍，他說，「有了
好老師就有好學校。」

建網絡溝通家校師生
在今年兩會上，還有多位代表委員針對留守兒童
問題發聲。全國人大代表、貴州大學校長鄭強提
議，各地應為留守兒童設立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
全國政協委員、香江集團總裁翟美卿則建議，勞動
力流入地政府盡可能放寬對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
和進入幼兒園的限制，降低門檻，讓有經濟能力的
父母將14歲以下的孩子能夠帶在身邊就學和生活。
針對留守兒童教育中的父母缺位問題，全國人大
代表、西北大學副校長高嶺建議開發建設留守學生
教育管理服務系統，實現信息交互、情感交流、家
校師生的互通。對於貧困邊遠地區，在扶貧資金中
保障網絡接入的資金投入，確保各類信息平台暢
通，為留守兒童和父母、學校之間架起信息通道，
促進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

「我知道今天這個問題是
躲不過去的。」在9日的記
者會上，被問及日前北京驚
現 1 平米 40 多萬元的「天
價」學區房時，全國政協常

委、北京四中校長劉長銘說：「如果是我，我不會
這麼做，我會把更多的精力和家庭財力放在改善家
庭教育品質和質量上。」

劉長銘認為，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孩子良好
的習慣、品格、性情、興趣，開闊他的眼界和胸
懷，使其將來能更好地融入到社會生活和學校生活
當中。有很多事例證明，家庭教育是決定這個孩子
未來職業成功、生活幸福的最重要因素。「集40年
教育之經驗，我可以非常負責任地跟大家說，家庭
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所以我們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改進家庭教育
上。」劉長銘說。

■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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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學區房不如投資家庭教育

對 於 炒 賣 「 黃 牛
籌」的「號販子」，患
者和醫生都感到很不
爽。全國政協常委、教
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

任、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9日的記者會上
說，「號販子」的存在反映出老百姓看一個好
醫生真難，可見國家醫療資源結構性矛盾比較
嚴重。

對於這種現象，醫生也感到很委屈。在發
佈會現場，黃潔夫說，「昨天中午我們10多
個政協委員一起吃飯，有 6 個都是醫學專
家，大家都說醫院裡有『號販子』在炒他們
的號。其中有一個神經外科醫生，他的號被
『號販子』炒至8,000元，而他一分錢拿不
到。他一天要看60到100個病人，有的病人
花幾千塊錢買了號來看病，幾分鐘就被打發
了。患者走了不是感謝他，而是滿臉怒氣，
給白眼，醫生也感到很委屈。」隨後，黃潔
夫慨歎道，「這就反映我們國家整個醫療衛
生服務體系是嚴重的結構錯配，沒有很公正
的醫療衛生環境。」 ■記者 江鑫嫻

「黃牛籌」八千元
醫生亦委屈

■■男孩小小年紀便要承受與母親長期分離男孩小小年紀便要承受與母親長期分離，，大聲哭大聲哭
喊喊：「：「不要對我這樣不要對我這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長銘建議劉長銘建議，，從強化政府責任從強化政府責任、、加強教師培訓等多加強教師培訓等多
方面確保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不出問題方面確保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不出問題。。 中新社中新社

■■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近年來廣受社會關注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近年來廣受社會關注。。圖為圖為
書店工作人員向江西上饒某小學的留守兒童學生贈書店工作人員向江西上饒某小學的留守兒童學生贈
送圖書送圖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潔夫 新華社

■北京日前驚現1平米40多萬元的「天價」學區
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