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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

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 起 实

施。这次修订把党的十八

大以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深化行政执法领域改革的

重要成果落实到法律中。

此次修改的“最大亮点”是

贯彻党中央重大改革决策

部署，推动行政处罚制度

的进步。

目前我国在规制行政行

为方面有三个基本法，即《行

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和

《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

和《行政强制法》都分别对“行

政许可”和“行政强制”（包括

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

行）下了定义，只有《行政处罚

法》没有对“行政处罚”下定

义。如“警告”“罚款”“没收”

“行政拘留”等固然是行政处

罚，但不用这些名称的，就不

被认定为“处罚”。这样导致

不少新形式的处罚，如“罚

岗”“游行示众”“参加强制性

学习班”等，不受《行政处罚

法》的约束。

这次修订，新增加了关

于“行政处罚”的定义，引导

人们从实质上去辨别行政处

罚行为。《行政处罚法》第 2

条规定：“行政处罚是指行政

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

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

务 的 方 式 予 以 惩 戒 的 行

为。”这就是说，不管形式和

名称是什么，只要为了制裁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要求他

承受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

务的不利后果，就属于行政

处罚，不论在名称上是否标

有“行政处罚”。这使得从

实质上辨别行政处罚行为成

为可能。

相关链接：
9 月 11 日至 9 月 12 日，

南海区司法局、南海区普法

办联合举办“建设法治南

海，同筑和谐社会”学习《行

政处罚法》主题微信学法大

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

得微信红包等丰厚奖品，详

情可关注“南海普法”微信

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原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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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主任医师赵春江：

每天泡在手术室的“幕后掌舵者”
大家对麻醉科医生的

了解有多少？9月7日，换

上手术服、洗手、消毒……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麻醉

科主任、主任医师赵春江如

往常一样进入手术室，开始一天的工作。29年的从医

生涯、参与过数以万计的手术，作为该院麻醉科的学科

带头人，他向记者揭秘麻醉科医生的日常。

对全学科都要有所了解
“外科治病，麻醉保命”是

医学界的一句行内话。在手

术室里，麻醉科医生通常会面

对着数10台机器，患者的血

压、脉搏、血氧、内环境、睡眠

深度等所有生命体征的数值

都在他们的监控范围，练就了

一双“火眼金睛”，成为患者手

术状态的幕后掌舵者。

“患者的血压突然上升的

话，我们的心跳也跟着加快；

患者的血压降低了，我们的心

跳就更快！”每位医生每天负

责5至6台手术的临床麻醉是

麻醉科医生的常态，用“泡在

手术室里”来形容他们一点都

不为过。

在赵春江看来，麻醉科是

一个平台学科、枢纽学科，是

“手术室里的全科医生”，也是

“手术室里的工程师”。“各种

手术都需要麻醉科的参与，所

以麻醉科医生的基础医学知

识必须要广博，对全学科都要

有所了解，与各科室联合，还

要着眼医学发展前沿，留意最

新的技术、设备等。”

不仅如此，随着人们对舒

适化医疗的需求提升，麻醉科

普遍参与无痛胃镜、肠镜、无

痛介入、无痛分娩等诊断和治

疗的过程。其中，无痛分娩让

越来越多女性在生产过程中

大幅降低痛感。

赵春江介绍，该院使用脉

冲式自控无痛分娩术，可以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产妇自

己控制麻醉药量，适应不同孕

妇对控制痛感的个性化要求。

“通常情况下，实施无痛分娩术

后，产妇感受到的分娩的疼痛程

度仅为1~2分，相当于轻轻拍打

手背的程度，基本上可以忽略，

让产妇快快乐乐做妈妈！”

把科室打造成院内特色专科
自2016年以麻醉学科带头

人、拔尖人才的身份加入南海四

院以来，赵春江带领该院麻醉科

一路前行，把该院的麻醉科打造

成院内的特色专科及区域内有一

定影响力的品牌学科。他坚持麻

醉科要以精准化、个体化、可视

化、床旁化、正规化、规模化为发

展方向，并带领全科室用3年时

间完成了3项省级继续教育项目

和1项市级继续教育项目，还有1

项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开展了肺

保护通气策略、低中心静脉压+

肝细胞保护技术、智能TCI靶控

输注技术、自体血回收与回输技

术、临床超声辅助技术等。

“我经常鼓励科里的医生将

自己的学术半径延伸至院外，到大

型医院交流学习，灵活举办各种

‘学术沙龙’，做到‘引进来、走出

去’。每月举行两次病例讨论，总

结成功及不足之处，结合最新专家

共识和指南进行讨论，增强临床思

维和技能。”赵春江认为，未来，麻

醉科应该拓展业务范围，在患者诊

疗前期参与，并关心患者的预后，

积极开展ERAS（快速康复外科），

真正成为围术期医学科，不仅局限

于临床麻醉，还要助力舒适化医疗

（无痛医院）、日间手术中心、麻醉

恢复室及麻醉后重症恢复室等建

设，与医院共同成长。

文/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通讯员黄春梅李霞玉

增设“行政处罚”概念
实质认定行政处罚行为

本地外地“无分你我一家亲”

“本以为只是来参加一场

酒席，没想到自己竟在这里扎

了根。”2003年，苏益萍从学校

毕业后，从广西老家来到西樵

参加酒席，在重重考虑下，最终

决定留在西樵工作。刚开始工

作的苏益萍在西樵有很多不能

适应的地方，比如，她是壮族

人，不会说粤语，导致她与当地

人交流较为困难。除此之外，

饮食、气候等方面也需要不断

去适应。

“其实很多时候都想放弃

了，但是最终还是坚持了下

来。”苏益萍回忆刚开始工作

的经历，自己为了能够更快融

入，花了20天时间去学习粤

语，虽然短期的学习并不能掌

握很多词汇，但最基础的交流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解决交

流问题后，苏益萍逐渐融入了

这边的生活。

“我们的老板娘对我是很

信任的，她待我像家人一样，

房东也对我们一家很好，平时

过节有什么吃的她都第一时间

给我儿子送过来。”苏益萍认为

身边的人对她都像亲人一样，

让她即使身处外地也不感觉孤

单，坚定了她留下来的决心。

在刚来西樵的几年，苏益

萍换了好几份工作，直到来到

文兴彩印厂后，她的工作才开

始稳定，她的工作能力也得到

了认可。“老板对我很放心，厂

里的财务工作无论金额大小，

都放心让我去做。”

苏益萍现在租住在一栋

四层平房内，一二层是房东居

住，三层和四层则分别租给

了自己跟另外一名租客。谈

及自己现在的生活，苏益萍

认为跟在广西老家住没什么

区别，“我们跟房东一家和另

一名租客相互之间关系十分

融洽，孩子之间相处得也很

好，谁家做饭缺了什么我们

都会跑到对方家里拿的。”

新市民直言好幸福
积分入学、租房补贴、

共有产权住房申购……提

到南海给新市民提供的政

策保障，苏益萍十分激动。

苏益萍的儿子今年小升初，

得益于积分入学的政策，她

的儿子今年成功就读西樵

一所公办中学。不仅如此，

苏益萍在今年6月还成功申

请了新市民的住房补贴，在

8月她就收到了第一份租房

补贴。“小孩能在本地读上

公办学校，今年还通过了租

房补贴申请，每个月能补

650元，就相当于房租不要

钱，只要交水电费就行了。

我们肯定安心留在这里

呀。”

“现在很多政策不仅佛

山市户籍居民可以享受，我

们这些新市民也同样能够

享受到。我现在经常关注

这些政策，很高兴自己能够

在这座充满保障的城市生

活。”苏益萍还提到，十多年

前，外地市民办理居住证要

收取费用的，而现在办理居

住证则是免费的。

得益于西樵也要回馈西樵

“西樵给予了我这么大的

帮助，我也要为西樵的建设尽

一份力。”今年6月，苏益萍及工

友了解到樵江社区正在招聘核

酸检测工作的相关志愿者，苏

益萍和工友马上报了名，在核

酸检测现场，她主要负责为一

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帮助。

当时有一名老人刚动完手术，

行动不便，苏益萍全程帮老人

推着轮椅，并协助医护人员进

行核酸检测工作。

为了能更好地融入西樵，

即使工作繁忙，她还是经常参

与西樵镇融入办开展的融和

天使出租屋楼长志愿服务。

负责政策法规宣传、社情民意

联络、邻里纠纷调解、环境卫

生督查等，为租户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

“这么做不仅能够搭建社

区、房东、租客之间沟通渠道，

还能解决出租屋治理问题，我

也会将自己租住的房屋努力

建设成为示范出租屋。”对苏

益萍来说，在西樵获得，又回

馈西樵，用自己的行动真正融

入这座城市。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练梦婕通讯员余泳妍

孩子读公办 租房
这位新市民直言
西樵加强对新市民的服务保障，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好幸福
有补贴

在西樵文兴彩印厂做财务工作的苏益萍，

是一名在西樵居住了18年的新市民。在西樵

待了这么久，苏益萍深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对外

地人的包容度在不断提高，特别最近三四年，政

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加强了对新市民的保障，她

觉得自己跟本地市民没有任何区别，真切的感

受到了什么是本地外地“无分你我一家亲”。

■赵春江在手术中查看设备情况。 通讯员供图

■西樵镇新

市民办领导

了解苏益萍

（左一）的生

活。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