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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

大会在河北石家庄胜利召开。时任

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董必武

在致开幕辞时指出：“华北临时人民

代表大会……是一个临时性的，而

且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

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

形。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

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

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幅。”

  时至今日，回顾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华北临时

人民代表大会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

响仍然令人感叹。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范照兵说，回顾华北临

时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追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

的光辉足迹，总结党领导人民建立

政权、当家作主的宝贵经验和重要

启示，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四个自信”，做好新时代的人

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召开代表大会水到渠成

  在1948年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共

中央的政治决策。

  当时，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

政权呼之欲出。在此形势下，党中央

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华北解放区的

有利条件，尽快建立华北人民政府，

以迅速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共产党的

政治军事形势。

  1948年春，解放区土地改革基

本完成。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分得土

地、成为主人的农民衷心拥护共产

党的领导，积极成立贫农团和农会，

建立了自己的基层政权，并受到民

主实践的锻炼。解放区土地改革与

政权建设同步推进，为召开华北临

时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重要的经济

社会基础。

  1948年5月，中央决定：将晋察冀

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

解放区；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

并迁至石家庄合署办公，负责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

筹备工作。

  “革命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

开创造了有利条件，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大会召开赢得了民心，

党长期探索人民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大会召开奠定了坚

实基础。至此，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并建立华北人

民政府也就水到渠成、应运而生。”范照兵说。

政权建设史上一大创举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人

民礼堂隆重举行。

  开幕前，会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举行预

备会，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

案审查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大会议事规程。为保密和安全

起见，大会对外宣称“石家庄生产工作会议”，并选择在晚

上召开。

  会议听取审议了4个工作报告，即华北军区军事报告、施

政方针建议报告、两个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4个法

案，即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

例、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农业税税则法案；审查了军事、政

治、农业、工商等八方面1180件提案；选举产生了由27人组成的

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

  1948年8月19日，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胜利闭幕。著

名爱国人士蓝公武在闭幕辞中指出：“在十几天的会议当中，

所有代表都表现出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表现出了真正

的革命精神，大会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从酝酿到筹备再到胜利闭幕，在

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高效运作，一气呵成，圆满成功，完成了我

国政权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范照兵说。

会议许多做法延续至今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深刻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

政权问题，一直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进行艰辛探索。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实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由探索创建向相对成熟的伟大转变，使中国共产党建立我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构想在一个高层次上得以实现。

  当然，由于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共产党还没有取得

全国政权，是在局部地区执政，还无法召开全国性的人民代表

大会，因此只能召开区域性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区域性的人

民民主政权机构。也就是说，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仅是人民

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但这个“前奏和雏形”，却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划时代

的一次大会，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大会共确立10种类型的代表，在代表的产生方式、党派构

成等方面的许多做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之中。大会的许多做法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比如会前必须

充分准备；要使大会与群众活动相结合；团结与斗争两者不可

偏废；候选人名单应该于开会前考虑好；要加强党员政治理论

及斗争策略的教育等。

  阚珂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时，

曾到河北立法调研，参观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址，对于

这次大会有了很深的了解。

  “在会议的形式方面，召开了预备会议，推选出董必武等

3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主持会议，宋劭文兼任大会秘书长，选举

产生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推选大会常务主席，

召开了多次主席团会议；召开了七次大会全体会议，听取和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各项法案。这些与今天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的形式和程序基本上是相同的。”阚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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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中国注射针剂的医美用户中，34%的用户接受过水光针注射。但目前市面上流通的

针剂正品率只有33.3%，也就是1支正品针剂背后通常可能伴随着至少2支非法针剂的流通

  ● 在合法医美机构中，仍有超2000家机构存在超范围经营的现象，非法经营的医美机构店

铺数量超过8万家。非法机构规模较小，藏身在生活美容和住宅区中，隐蔽性强，较难予以打击

  ● 在非正规机构注射水光针，使用来历不明的水光针，都可能对自身健康造成影响，甚至致

伤致残

记者调查医疗美容行业乱象

3支水光针里

可能只有1支是正品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对美的渴望是没有止境的。

  身高164厘米，体重48公斤，皮肤白皙，鹅蛋

脸，双眼皮，还有美人尖，可邱莹觉得自己仍然

不够美。过去3年里，这位23岁的湖南姑娘通过

频繁注射水光针让自己的面部肌肤变得更加水

润，“每隔几个月打一次，效果还不错，这几年花

的钱应该有几万元了”。

  安徽姑娘林蕾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从网

上购买了水光针，收到货后便迫不及待地往自

己的脸上注射。几天后，她的脸上竟然长满了

痘痘。

  水光针主打补水美白，是当下医美市场上

的“明星产品”。目前，市场上的水光针主要分为

“注射水光针”和“无针水光针”两种。前者是将

透明质酸等保湿养分通过注射的方式注入皮肤

深层；后者则是通过类似带有气泵的装置，运用

气压将保湿营养液喷射渗入皮肤基底层。

  《法治日报》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像林蕾这

样网购水光针和注射器等辅助用品，根据网上

“教程”进行自打的爱美者不在少数。此外，一些

美发店、SPA馆、养生馆等不具备医美资质的机

构也在提供注射水光针服务。

  受访专家提醒，在非正规机构注射水光针，

使用来历不明的水光针，都可能对自身健康造

成影响，甚至致伤致残。

颜值焦虑带来市场

水光针风靡医美圈

  “我原先一直信奉自然老去才是最美的，挺

排斥借用医美手段整容或者延缓衰老。但是随

着年龄增长，皱纹多了，皮肤也暗沉了，加上周

围一些朋友通过注射水光针，确实收获了比较

明显的效果，我就心动了。”

  7月3日，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咖啡店里

见到了李楠。她即将满30岁，谈到年龄话题，她

双手捧起咖啡杯无措地摩挲了两下：“都说‘三

十而立’，但在我看来，30岁是个坎儿。我深切地

感受到自己不再年轻了，尤其是上网刷视频和

图片时，看到其他年轻漂亮身材好的女生，心里

特别羡慕。”

  为了度过这个“坎儿”，李楠计划近期找个

时间去尝试一下水光针项目，“尽可能挽留自己

的青春”。

  和李楠有一样想法的女性并不少。近年来，

随着“颜值经济”崛起，对许多人而言，医美消费

从可选变成刚需，这也给了许多产品广阔的市

场，主打补水美白的美容产品——— 水光针就这

样逐渐流行起来。

  据天津某整形美容医院刘医生介绍，水光

针具有基础补水和淡斑抗衰等功效，一支价格

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一个疗程一般需注射3

至4次。

  不过，水光针并不是付了钱就可以随便开

始按疗程注射的。

  北京永成魅力整形美容外科主任、中国医

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会员陈志泉告诉记

者，打水光针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简单，首先应

该判断皮肤是否适合，其次还要判断使用的水

光针是否为正品。

  “既然是侵入性治疗，就会存在排异反应，

而人体面部的神经和血管分布十分复杂。当消

费者使用非正品水光针或自行注射水光针时，

很容易导致皮肤溃烂，甚至导致血管栓塞、眼睛

失明等悲剧。”陈志泉说。

  而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医疗美

容行业洞察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2020

年中国注射针剂的医美用户中，34%的用户接受

过水光针注射，且有58.8%男性医美用户曾接种

水光针。但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针剂正品率只有

33.3%，也就是1支正品针剂背后通常可能伴随着

至少2支非法针剂的流通。

  据陈志泉介绍，水光针的主要成分是玻尿

酸，在我国按照三类医疗器械进行管理，生产和

经营此类产品须取得相关资质。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进口的医疗

器械应当有中文说明书、中文标签；没有中文说明

书、中文标签或者说明书、标签不符合本条规定

的，不得进口。但在网购平台上，记者发现，一些不

符合相关规定的水光针还是能够轻易购买到。

虚假宣传非法经营

医美市场乱象丛生

  “女人最好的投资就是变美。”

  “能让肌肤喝饱水的水光针，能让前男友回

头的水光针！”

  “水光针，锁住你的美！”

  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的程橙是一家美容工作

室的老板，她经常在朋友圈发文推广医美产品，

水光针是她推广的主要产品。

  记者给程橙发微信咨询注射水光针的相关

情况，程橙热情地介绍，在她的工作室打水光

针，价格比去医院便宜三分之一。记者再次询问

货源是否靠谱时，程橙说：“进货渠道属于商业

秘密，不便透露，但保证没问题；工作室的医生

都是我从医院请来的，来我这做医美的还从没

有出过问题。”但当记者询问其工作室是否具有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时，程橙却避而不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

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

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

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

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由此可见，执业医师应当在其执业范围和执

业注册地点内执业，医生接私活属于违法行为；且

医美机构必须具有相应的执业许可证。“同样，注

射水光针也需要取得医师资格证。”陈志泉说。

  实际上，水光针乱象只是医美市场乱象的

冰山一角。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法务部主任、中

国整形美容协会美容医学教育与管理分会副主任

委员李岑岩告诉记者，水光针乱象背后折射的是

整个医美行业的乱象，主要包括机构无资质或超

范围经营，医生无资质或超范围执业，药品和器

械质量参差不齐，虚假宣传产品四个方面。

  《白皮书》显示，2019年，我国具备合法医疗

美容资质的机构约1.3万家，其中医院类占29.1%、

门诊部类占32.9%、诊所类占38%；在合法医美机

构之中，仍有超2000家机构存在超范围经营的现

象，非法经营的医美机构店铺数量超过8万家，

非法机构规模较小，藏身在生活美容和住宅区

中，隐蔽性强，较难予以打击。

  据中消协统计，自2015年至2019年，我国医

美行业相关投诉大幅增加，2019年医美行业投诉

6138件，是2015年投诉数量的近13倍。

  为了变美去做医美项目，如果遇到不规范

行医或者医美乱象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那么对

求美者造成的影响或许就是不可逆的。

  2020年10月，一名21岁的女孩在江苏常州慕

妍医疗整形机构先后做了3个手术，分别是唇部

塑形（M唇）、假体隆胸及隆鼻手术。10月3日22时

许，在做最后一个鼻梁整形手术时，女孩的血

压、心率开始下降，美容机构做了相应的急救措

施后，将其送往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急救，但最

终抢救无效死亡。

  在陈志泉看来，许多医美广告的宣传具有

导向性，只是一味强调只要做了某项目就会变

美，对其中的风险却只字不提。铺天盖地的宣传

加剧了人们的容貌焦虑。“为瘦腿进行小腿肌肉

阻断术切断腿部神经，为成‘精灵耳’在耳朵上

打玻尿酸……这些另类的整容项目对身体的伤

害是不可逆的，也不会让人真正变美，正规医美

机构也不会开展这些项目。”

加大监管惩处力度

营造良好合规环境

  医美市场为何乱象频出？

  李岑岩分析称，这是多种因素交织导致的

结果。近年来，医美行业发展迅速，快于国家对

医美产品的合规审批，使得部分医美产品在我

国的监管体系下成为“黑户”；行业门槛较低，各

种医美机构、医美从业者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求美者对医美认知不清。“医美中的很多项目实

际上属于医疗行为。注射水光针实际上就是一

种医疗行为，而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美容护肤。

如果求美者能以去医院问诊的心态接受医美服

务，或许行业乱象不会这么严重。”

  在北京知音医疗美容门诊部院长李卓看

来，很多非法从业者都是打游击战，或是有隐秘

的销售网。即使被抓到，处罚也很轻，违法成本

很低。这让许多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也加大了

监管的难度。

  针对市场上愈演愈烈的医美乱象，近日多

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加强医美专项整治。

  6月22日，国家卫健委、中央网信办、公安

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委联合印发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定于2021年6月至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非

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重点为严厉打

击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相关活动的行为、严格规

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严厉打击非法制售药品

医疗器械行为、严肃查处违法广告和互联网

信息。

  李卓说，这些举措体现了相关部门对医美

行业监管的进一步收紧，显示出国家打击违法

医美的决心，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陈志泉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宣传方面，

要加强正确引导。水光针可以打，但也要说明可

能产生的危害。此外，对于市场中已有的从业人

员，要定期进行职业道德培训；对尚未进入市场

的从业人员和机构，要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同

时，要建立环环相扣的药物管理制度，产品的来

源和去处也要进行登记，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医

院的产品流入市场，也有助于监管。

  李岑岩认为，想要消除医美行业乱象，医美

机构和医美从业者要落实自我管理主体责任，

将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放在首位，按照相关制度

标准，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各级医美行业组

织要加强医美机构的自律引导和风险提示，督促

提醒会员单位依法经营、规范经营，不得违法开

展医疗美容业务；各地各部门监管机构要强化社

会监督，探索建立医疗美容有奖投诉举报制度，

拓宽投诉举报渠道，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文中邱莹 林蕾 李楠 程橙均为化名）  

制图/李晓军  

  ▲ 7月6日，安徽省含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走进辖区学校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学生养成遵

守交通规则、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习惯。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冯善军 摄  

   为解决农村地

区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

不便等困难，7月4日，海

南省琼海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联合塔洋派出

所组织开展流动车管所

“送教下乡”便民服务

活动。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本报通讯员 王敬雄 摄

   7月5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公

安局新城派出所民警深

入辖区住宅小区、社区

单位，开展夏季预防溺

水宣传，提高辖区群众

的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甄婉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