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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叶工人日报曳报道袁日前
海南三亚一名司机驾车在公
路上正常行驶时袁突然感觉胸
闷气短袁 难以把持方向盘袁导
致车辆失控袁撞到公路中间的
绿化隔离带袁所幸未造成人员
伤亡遥 警方调查发现袁该司机
因心脏病发作酿车祸遥 此事引
起人们对禁驾病的广泛关注遥

据介绍袁机动车驾驶人身
体条件证明表上有这样一栏院
申请者须如实申告是否患有
心脏病尧 精神病等 10类禁驾
疾病遥 然而袁这个尊重生命的
野关卡冶袁却面临形同虚设的尴
尬袁驾考体检有无禁驾病全靠
个人野坦白冶遥

人们对醉驾尧毒驾已不陌
生袁相比之下袁野病驾冶还未引
起足够重视遥 我国叶机动车驾
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曳明确指
出袁有器质性心脏病尧癫痫病尧
美尼尔氏症尧眩晕症尧癔病尧震
颤麻痹尧精神病尧痴呆以及影
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
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袁不得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遥 在拿到驾
驶证后袁如果机动车驾驶人身
体条件发生变化袁不适合驾驶
机动车的袁应当在三十日内到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
理所申请注销遥

不过袁在现实中袁驾驶员体检主要是以视
力尧辨色力尧听力尧四肢能力等检查为基础袁是
否患有心脏病尧 精神病等 10类禁驾疾病袁则
需要体检人自行申告遥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袁
一些人往往故意隐瞒病情遥对此袁车管所并不
会进行抽查核实袁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
一些人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遥

禁驾疾病之所以没有列入驾考体检袁有
其现实困难遥一方面袁禁驾疾病中很多是偶发
性尧突然性疾病袁像癫痫尧眩晕尧间歇性精神病
等袁如果患者未发病袁其表现与正常人无异袁
难以在常规体检中发现遥同时袁这些疾病需要
用专业仪器进行特殊检查袁 体检费用势必大
大增加遥这些制约因素固然是不争的事实袁但
体检全靠驾考人自觉坦白袁 却在无形中形成
了监管漏洞袁不利于禁止野病驾冶现象遥

对此袁需要从三个方面加强管理袁堵塞漏
洞遥

其一袁共享病历信息遥禁驾疾病大都属于
长期慢性病袁 当事人往往在医院接受过诊断
和治疗遥交管部门可以与卫生部门尧医疗机构
合作袁建立驾驶员病历档案查询平台袁运用大
数据筛查出患有禁驾疾病的驾考人遥 无论是
申请驾照期间还是在使用驾照的过程中袁只
要发现涉及禁驾疾病的病历信息袁 系统都可
以自动提醒袁从源头防止野病驾冶发生遥

其二袁引入失信惩戒遥在现有体检无法检
查的情况下袁 让申请人自行申告禁驾疾病也
是一种办法袁 但必须尽可能确保申报的真实
性袁避免瞒报漏报遥将野病驾冶申报纳入信用体
系的做法不妨一试遥 如果在申请驾照时故意
隐瞒病情袁或者明知患病不主动注销驾照袁有
关部门可以将当事人列入失信黑名单袁 在消
费尧出行尧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遥 拿不到驾照
事小袁失信惩戒事大袁瞒报成本的提高必将有
力推动驾驶人如实申报遥

其三袁加强普法宣传遥 2014年 5月袁湖北
驾驶员左某开车时突发癫痫袁 车辆失控冲进
宜昌夷陵长江大桥下方公园袁 酿成 4死 8伤
惨祸遥事后法院查实袁左某明知自己患有癫痫
却故意隐瞒病史领取驾照袁最终法院野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冶判处其无期徒刑遥如果
驾驶人明知自己患有禁驾疾病却隐瞒事实冒
领驾照袁一旦开车上路发生交通事故袁就不仅
仅是普通的交通肇事行为袁 而是构成了法律
层面上的间接故意袁涉嫌危害公共安全遥加大
野病驾冶违法成本的宣传力度袁有助于引导广
大公众正确看待野病驾冶危害袁主动摒弃瞒报
行为遥 张淳艺

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某科技论
坛院士圆桌会议上袁多位院士尧专家
提出袁 要重视我国大科学装置基础
运营人才和实验保障人才的培养袁
打造一支优秀的服务科研的工匠队
伍袁 否则大科学装置很难发挥应有
的作用遥

一般而言袁 大科学装置科研队
伍主要由两类人员构成院 一类是提
出设想尧操作试验尧分析数据尧撰写
论文的科研人员曰 一类则是建设装
置尧从事仪器设备操作与维护尧维持
运营管理的人员袁 属于技术服务人
员遥

为何要强调重视对这类技术服
务人员的培养钥 这首先是由大科学
装置自身特点决定的遥 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尧 贵州 500米口径射电望
远镜渊俗称中国野天眼冶冤尧冷冻电镜
等大科学装置袁 是为满足现代科学
研究所需的能量极高尧密度极大尧时
间极短尧 强度极高等极限研究条件
而产生的袁 它与一般的科学仪器设
备有很大的不同遥比如袁大科学装置
一般需要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

建设来完成袁 而且建成后要通过长
时间稳定的运行尧 不断的发展和持
续的科学活动袁 才能实现预定的科
学技术目标遥再如袁在大科学工程的
建设尧运行和科学研究过程中袁都需
要大量经费遥 通常袁建设经费尧运行
经费和研究经费往往性质不同尧来
源部门不同袁 使大科学装置的经费
筹集和经费管理比较复杂袁 完全不
同于小装置的科研经费管理遥

其次袁 大科学装置研究人员众
多袁其来源和专业领域分布范围宽袁
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之间合作尧研
究队伍和技术队伍之间合作都需要
各种沟通和协调袁 组织管理工作相
对复杂袁难度较大遥

此外袁 在大科学装置上开展的
科研活动对装置依赖性很强袁 任何
一点小故障都可能影响科研成果的
产出遥并且袁大科学装置又是大量高
技术的集成袁 这些都对实验技术保
障人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遥

因此袁 可以说如果大科学装置
没有优秀的工程师尧 技术人员以及
管理人员袁 即便请来了世界顶尖的

科研人员袁其想法再新颖尧理论再先
进袁也往往很难变成现实遥 相反袁只
有高度重视大科学装置基础运营人
才和实验保障人才的培养袁 大科学
装置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遥

上海光源多年的良好运行印证
了这一点遥据统计袁截至 2017年底袁
上海光源已经接待用户 3.2万多人
次袁 依赖该装置发表论文 3200 多
篇遥 之所以有这么多科学家愿意到
这里做课题袁 原因之一是上海光源
有一支专业的技术服务队伍袁 以及
一套高效完善的大科学装置管理制
度遥

打造一支服务科研的工匠队
伍袁 保障大科学装置更好地发挥作
用袁就要改变野只见月亮不见星星冶
的错误认识袁 把技术服务人员放到
与科研人员同等重要的位置遥 还要
针对他们制定相关人才政策袁 切实
提高其待遇遥比如提高工资水平袁畅
通其职务尧职称晋升的通道等袁让优
秀的技术服务人员招得来也留得
住袁 既有 野面子冶 也有 野里子冶遥

时言

用品牌去透支消费者和市场的
信任袁最大的输家是品牌自身遥对知
名品牌而言袁野大厦冶 建起来历尽了
艰辛和努力袁但野倾覆冶可能很容易袁
野重建冶则是难上加难遥珍惜野羽毛冶袁
才可能飞得更高尧更远遥

据央视 11月 27日报道袁 很多
商家在电商平台上销售阳澄湖大闸
蟹袁有的一年卖了几十万件袁但没有
一件是真的遥据知情人介绍袁阳澄湖
大闸蟹产量有限袁 网上店铺和当地
实体水产市场上销售的均是外地大
闸蟹袁 它们被运往阳澄湖过了一遍
水后就成了野阳澄湖大闸蟹冶遥

阳澄湖大闸蟹久负盛名遥 相关
统计显示袁2017年所谓 野阳澄湖大
闸蟹冶总营销额约为 300亿元袁而去
年真实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为
1600吨左右袁差不多只有 3亿元销
售额袁仅占市场销量的 1%遥 市面上
有多少野阳澄湖大闸蟹冶是冒牌货不
言自明遥

事实上袁 这种外地大闸蟹到阳
澄湖野过水冶的做法几乎是公开的秘

密遥 野成气候冶的背后有环环相扣的
原因袁 一是利益驱动要要要真的阳澄
湖大闸蟹有限袁在供需矛盾下袁周边
各水产区螃蟹都来贴野阳澄湖冶的牌
子袁牟取利润曰二是约束机制形同虚
设要要要阳澄湖大闸蟹必须按规定加
装野蟹扣冶防伪标识袁然而市场上诸
多野外形相似袁没有真正防伪标冶的
假蟹扣大行其道袁 不仅失去了 野证
明冶的意义袁还可能形成反向激励曰
三是相关监管部门野踢皮球冶要要要阳
澄湖相关部门表示某些店应归其注
册所在地管辖袁 而后者认为应去找
供货上家所在地相关部门噎噎

阳澄湖大闸蟹是地理标志产
品袁也是当地的名片袁不论是真正的
阳澄湖大闸蟹养殖户及品牌商袁还
是当地有关部门袁 都应该悉心呵护
这个用口碑堆积起来的品牌遥然而袁
在此番事件中袁 从一些线下的水产
市场到线上的网店袁 售卖的多为假
的阳澄湖大闸蟹袁还充斥缺斤短两尧
以次充好现象要要要面对这种明目张
胆甚至形成产业链的侵权袁 当地养

殖户尧 品牌商以及有关部门似乎不
以为意尧无所作为袁实在匪夷所思遥

外地螃蟹贴上野阳澄湖冶的牌袁
从品牌维护和长远利益看袁 这么做
其实是在吃野子孙饭冶要要要品牌是企
业的核心价值袁肆无忌惮地去透支袁
轰然倒塌只是时间问题遥 维护品牌
和扩大市场袁 要做的不仅仅是满足
消费者对量的需求袁 更应是对质的
把关袁珍视这块金字招牌遥

只看眼前利益袁 不注重品牌保
护和用户体验袁 再硬的牌子也经不
住同业竞争和自我消耗袁 有时还可
能引发破窗效应遥比如袁一些企业把
外地大米拉到五常袁 换个包装就当
成野五常米冶对外销售获取暴利袁尽
管五常市建立了相关保卫机制尧采
取了不少措施袁但要挽回野五常米冶
的口碑和形象着实不易曰 某国外知
名品牌在一款手机出现野爆炸门冶后
明确表示不召回中国市场相关产
品袁 随后其在我国市场份额遭断崖
式下跌曰最近袁某意大利品牌因辱华
言论而在中国市场遭遇寒冬遥 这些
都是明证遥

野生于忧患袁死于安乐遥冶意识不
到问题的严重性袁 就极有可能断送
自己的好前程遥某种意义上说袁利用
品牌价值 袁 其实是一项风险投
资要要要保值尧增值还是透支价值袁有
时几乎是一念之间的事情遥 用品牌
去透支消费者和市场的信任袁 最大
的输家是品牌自身遥 对知名品牌而
言袁野大厦冶 建起来历尽了艰辛和努
力袁但野倾覆冶可能很容易袁野重建冶则
是难上加难遥珍惜野羽毛冶袁才可能飞
得更高尧更远遥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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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落水”，再打捞就难了

打造服务科研的工匠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