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卫法制

■医院传真

������药贩低价收购一些老人利用工
伤证免费领取的药品再加价出售给
他人。 4 月 21 日， 武汉市青山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青山区
公安分局， 在武汉市第九医院外
抓获药贩沈某， 从其租住房中查
获正规药品 5200 多盒。 目前， 沈
某已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拘。

几天前， 青山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接到举报， 称该区有一
个非法收购药品的窝点 。 经调
查， 该局联合青山区公安分局，
随后在武汉市第九医院外抓获涉
嫌非法收购药品的中年女子沈
某 。 并在沈某的租住房内查获
5200 多盒药品， 初步估计涉案金
额达 10 余万元。

青山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介
绍， 此次查获的药品大部分属于

“工伤类”。 原来， 国家对 “工伤
类” 药品列有目录， 一些老人凭
工伤证、 医保卡等证件， 可以在
医院的重症窗口、 残疾人窗口、
70 岁以上老人优先窗口免费拿
药， 然后再低价卖给沈某。 沈某
收购药品后， 再加价卖给他人，
借此牟利。

青山警方介绍， 现在沈某已
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拘， 此案
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业内人士介
绍， 免费药品购销是一条诱人的
利益链， 要从根本上将其斩断，
还得多管齐下： 既要严厉打击非
法药贩， 也要对持工伤证免费领
药再倒卖的市民进行处理， 同时
医院也要采取措施加强药品监管。

（楚天都市报， 4.24，
叶文波、 黄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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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给幼童扎针时没有扎
准， 护士竟被家长连踹数脚！ 可
护士从地上爬起来， 第一时间不
是察看自己的伤情和讨要公道，
而是拔出了还留在患儿体内的针
头。 南京溧水区发生的这一幕让
原本暴力的画面有了暖色。

善良， 总是能让人怦然心动。
人格的力量， 职业的处置精神，
护士用一个很简单的举动彰显出
来并赢得了赞誉。 很显然， 只有
将爱心、 良知和责任感放在第一
位的， 才能在这样的时刻放下个
人荣辱， 才能让她在关键时候守
住了自己的神圣职责。 而这样的
回应远比回身打一拳， 或者转身
离去不管不顾要有力量得多。

医患关系紧张， 有的是因为
医疗纠纷、 过度医疗等问题， 引
发社会不满； 有的是因为频频发

生的暴力伤医事件给医生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 人人自危。 医护人
员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 其焦虑可
想而知。 人都有七情六欲， 医护人
员也会有负面情绪。 可医生又不同于
普通职业， 他需要在工作时尽量排除
负面情绪的干扰。 当不公正行为发生
时， 社会该如何处理？ 医护人员自身
在负面情绪和职业面前又如何取舍？
这些都成了医护人员和社会需要共
同面对的问题。 社会要维护医护人
员的正当权益， 为他们创造一个良
好的工作环境。 同样的， 在这道考
题面前， 每名医护人员都是考生，
都可能面对外界严苛的审视。 每一
名医护人员也都是形象的守护者。

南京的这位护士用行动为自己
及同行赢得了声誉， 也为医患关系
的解决指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医患关系的改善需要一个良好

的沟通环境， 医生和患者都是建设
者， 每一次医疗行为都是诚信的重
建过程。 患者对医生多点理解， 少
点苛责； 医生也需要用过硬的医疗
行为， 经得起考验的职业操守来赢
得患者的信任。

污辱伤害医护人员的行为， 不
仅法律不答应， 社会公众也不会答
应。 公众为护士的行为点赞， 是为
善良点赞， 也是为操守点赞， 更是
为医患关系的未来点赞。 是非对错
一直在公众的心中。 医患关系， 需
要更多这样的护士、 这样的医生，
用责任感和良知守护。

当然， 投之以桃未必能报之以
李， 信任的重建需要一个过程， 不
是一两起事情就能立竿见影的， 但
这样的事情多了， 就会扭转被动的
局面， 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钱江晚报， 4.28， 高路 /文）

护士的善，需要社会共同呵护

������下午手术， 当晚出院回家。
在浙江， 这样的医院 “一日游”
手术越来越多。 据了解， 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里近
60 种常见的择期手术可通过
“日间手术” 模式完成。

今年 69 岁的杭州人朱女
士， 不久前躺在手术台 ， 度过
了下肢静脉曲张手术的半小时。
手术后就下地走路 ， 当天晚上
自己走楼梯回到 4 楼家中 ， 原
本对手术有紧张情绪的她 ， 没
想到结果是如此轻松 。 邵逸夫
医院下沙院区日间手术中心负
责人朱越锋医生介绍 ， 这是一
个 “三无 ” 日间手术———没有
疼痛 、 没有出血 、 没有刀疤 ，
当天手术当天出院。

日间手术这个概念最早源自
欧美发达国家， 是指选择一定适
应征的患者， 在 1 至 2 个工作日
内安排患者的住院、 手术、 术后
短暂留观、 恢复和办理出院， 患
者不在医院过夜， 是一种安全可
靠的手术模式。 在欧美发达国家
约有 60%以上的手术是在日间
手术中心完成的。

邵逸夫医院是浙江省内最早
接受并实施日间手术模式的医院
之一， 并率先将微创手术同日间
手术模式相结合， 目前该院平均
每天 40 多台日间手术， 占全院
手术量的 20%。

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表
示， 开展日间手术， 减少了患者
住院时间和费用 ， 提高就医体
验。 同时， 有助于提高床位的周
转率， 让医疗资源得到最大限度
的利用。

（新华社， 4.22， 黄筱 /文）

������吃罢山野菜 ， 又看杜鹃花 ， 42
岁的刘女士一路玩下来竟变成 “关
公脸”。

上周六， 湖北的刘女士和朋友驾
车到麻城龟峰山赏杜鹃。 中午， 他们
在农家乐点了一桌子山野菜， 包括竹
笋、 水芹菜、 茼蒿等。 饭毕， 一行人
徒步上山， 在花海中拍照留念。 就在
游玩过程中， 刘女士面部、 脖颈和手
臂突然冒出大片红斑， 瘙痒难耐。

次日一早， 刘女士到湖北省中医
院就诊， 被确诊为日光性皮炎， 该院
皮肤科副教授李恒说， 日光性皮炎顾
名思义， 是皮肤暴露部位因日光过度
照射发生的急性光毒反应。 而食用光
敏性蔬菜和水果会增加皮肤对紫外线
的吸收， 加重皮肤晒伤程度。 由于刘
女士吃了不少山野菜， 很有可能是光
敏性蔬菜。

常见的光敏性食物包括莴苣、 苋
菜、 荠菜、 菠菜、 芹菜、 灰菜、 雪
菜 、 香菜 、 油菜 、 芒果 、 菠萝等 。
李恒建议， 食用上述光敏性食物后
应避免晒太阳， 最好是把山野菜放
到晚餐吃。

（武汉晚报， 4.27，
武叶、 胡梦、 万凌翔 /文）

������27 岁的晓文 （化名） 是扬州人，
去年被公司调到外地工作了一段时
间， 回家后晓文一吃饭就会吐， 体重
也从 60 公斤暴瘦到 40 公斤。 家人很
着急， 带她到医院检查， 被确诊为厌
食症， 而罪魁祸首竟是麻辣烫。

晓文的妈妈赵女士说， 女儿生活
自理能力较差， 不会烧菜。 去年， 晓
文被调到外地工作， 为图方便， 一日
三餐都靠点外卖， 尤其偏爱麻辣烫。
就这样， 外派的 4 个多月， 晓文几乎
天天吃的都是麻辣烫。 等工作结束，
从外地回扬州休假后， 晓文发现自己
肠胃经常不舒服， 并且一吃东西就
吐， 体重开始疯狂下降， 月经也变得
不正常。

看着女儿日渐消瘦， 赵女士很着
急， 陪其到医院就诊。 “女孩几乎瘦
得皮包骨了。” 东方医院中医馆主任
张骊说， 经过诊断， 晓文是患上了厌
食症， 且伴有焦虑失眠。 张骊表示，
晓文由于长期吃麻辣烫， 导致脾胃失
和、 内分泌失调， 才会引发厌食症和
诸多问题。

张骊介绍， 厌食症最明显的就是
体重明显下降， 还会引起心脏功能下
降， 易造成晕厥。 如果不好好进行治
疗， 患者很可能因没及时进食， 导致
严重贫血、 心率慢、 易感染， 因而威
胁生命。

（扬州晚报， 4.15，
爱华、 王诗韵 /文）

连吃数月麻辣烫
女孩患上厌食症

吃罢野菜又赏花
女子晒成“关公脸”

������从今年起， 江西省南昌市在各大医院开始陆续推广一站式自
助服务平台， 就诊患者可以在此办理挂号、 预约、 缴费、 发票打
印、 健康档案建立、 检查报告打印等业务。 图为 4 月 28 日， 在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 一位就诊患者在医院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使用一站式自助服务平台挂号缴费。 （新华社， 彭昭之/摄）

一站式自助服务浙江“一日游”
手术越来越多

药贩倒卖“工伤类”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