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改动态

������他们不是医生、 护士，
却活跃在门诊、 病房， 为
患者提供心理关怀、 社会
服务。 医务社工， 这一全
新的岗位目前在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丰台
区铁营医院等本市多家医
疗机构已陆续出现。

血液透析是治疗急慢性
肾功能衰竭的有效替代疗法
之一， 在铁营医院的透析室
里， 许多患者都曾享受过志
愿陪伴服务。 由于受疾病本
身、 家庭及经济条件等影
响， 一些患者难免会出现焦
虑、 悲观等心理问题， 为
此， 医务社工们常常会陪患
者聊天、 读报、 做游戏， 在
轻松、 愉悦的环境里， 帮助
他们打开心结， 慢慢缓解在
透析过程中产生的紧张、 焦

虑情绪。
“医务社工会运用专业

知识和方法， 协助患者及
其家属解决与疾病相关的
社会、 经济、 家庭、 职业、
心理问题， 配合医务人员进
行疾病的治疗及康复， 进而
提高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
质量。” 北京市丰台区卫计
委副主任肖立新表示， 目前
辖区内不少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在每年人员招聘时 ，
也将医务社工人员纳入其
中。 但他也坦言， 目前医务
社工并不属于我国医疗机
构职业类别中的任何一类，
具体到医疗结构， 会涉及到
人员职称晋升等问题， 这些
都需要人力社保部门等相
关行政部门的支持。
（北京日报， 6.12， 刘欢 /文）

■政策快递

������国家卫生计生委、 财政部、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推
进三级公立医院建立总会计师制度的意
见》， 指出到 2017 年年底， 所有县和前
四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
三级公立医院， 必须设置总会计师岗
位； 到 2018 年年底， 所有三级公立医
院全面落实总会计师制度。 其他有条件
的公立医院应当设置总会计师岗位。

《意见》 明确， 总会计师是医院领
导成员， 协助院长管理医院经济和运
营工作， 职责主要包括组织领导医院
经济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 参与医院
重大财务、 经济事项的决策， 并对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 权限主要包括组织
开展财务相关工作， 签署医院预决算、
财务报告等， 联签重大或特定经济活
动事项， 会签经济合同或协议， 对医
院财会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配备等方
面提出方案和建议， 参与拟定医院年
度运营目标、 中长期发展规划等， 对
医院经济决策以及经济运行进行监督。

（健康报， 6.13， 甘贝贝 /文）

■健康故事

■给您提个醒

������武汉 45 岁的孟女士 （化姓） 没想到，
自己在练习瑜伽时做了个仰头拉伸后就
动不了， 还被诊断为高位截瘫。

孟女士有近 10 年的颈椎病史。 由于
工作忙， 回到家又要照顾孩子， 一直没
空去医院看颈椎。 6 月 17 日下午， 她做
完家务后对着电视练习瑜伽， 做了一个
仰头拉伸的动作后突然全身没了力气 ，
手脚动弹不得，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瘫倒
在地， 闻讯而来的丈夫赶紧将她送到了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该院骨外科医生检查发现其颈椎有损
伤， 马上给她戴上颈托保护颈椎。 随后的
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其颈部背髓损伤、 颈
椎关节脱位， 诊断为高位截瘫。 6 月 19
日上午， 骨外科张衣北副主任医师为孟女
士进行了颈部椎管减压术和内固定术， 目
前其恢复情况良好， 双手能轻微活动， 但
下肢能否恢复活动还需进一步治疗观察。

该院骨外科主任张卫国介绍， 孟女士
颈椎间盘突出、 颈椎钙化严重， 颈椎比正
常的要脆弱很多， 练瑜伽时仰头的动作相
当于对脆弱的颈椎施加一个骤然的外力，
导致严重后果。 他提醒， 有颈椎病的人练
习瑜伽时一定要慎重， 最好练之前咨询一
下医生， 以免对颈部造成损害。
（楚天都市报， 6.20， 郑晶晶、 马遥遥 /文）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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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以 “中国著名虚假医药广告
表演艺术家和她的全国卫视
之旅 ” 为题 ， 披露了一名代
言宣传虚假医药广告的 “职
业表演者” 刘洪滨 （斌）。 这
名 “老专家 ” 在十几家卫视
的节目中频繁出现 ， 有时是
苗医传人 ， 有时又是蒙医传
人， 偶尔还会客串一下北大专
家和退休的医院院长……由于
每次出现时的身份都不同， 她
被网友戏称为 “虚假药品广
告表演艺术家”。

经查， 刘洪滨身份造假 ，
整理公开资料还发现 ， 这名
“专家” 在养生节目代言宣传
所涉及的药品、 保健品、 食品
屡上黑榜， 甚至有些产品中曾
抽检出苏丹红 。 另有调查显
示， 在 3 个月不到的时间里，
仅其 “代言” 的一个产品就曾
卖出近 200 万元的销售额。 这
该有多少人上当受骗？ 为什么

就没有人来管一管？
“虚假药品广告表演艺术

家” 刘洪滨是登台的 “演员”，
那么给她提供舞台的是谁？ 关
于这一点， 药企、 中介自然无
法撇清， 受利益驱使又放弃社
会责任的相关电视台显然更难
辞其咎。 和游医药贩、 街头广
告不一样， 电视台属于 “社会
公器”， 在大众心目中具有权
威性、 公信力， 是很多人接受
信息传播的重要来源 。 也因
此， 不少虚假广告瞄准了相信
电视的老年人， 或 “病急乱投
医” 的特殊群体。

事实上， 电视播放虚假广
告的问题由来已久， 并饱受诟
病。 按说， 广播电视等媒体尤
其是省级各大卫视， 对于广告
的播出都有严格的审核程序。
《广告法 》 规定 ， 发布医疗 、
药品广告， 应当在发布前由有
关部门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 ；
未经审查， 不得发布。 地方卫

视若稍有把关审核， 这样的虚假广
告都注定无法与观众见面。 然而令
人吃惊和愤怒的是 ， 面对公众投
诉、 舆论质疑， 一些电视台依然一
次次将 “假药广告艺术家” 放到屏
幕上。

因此， 卖假药的 “神医” 们能
纵横电视， 与其说是刘洪滨等人神
通广大， 毋宁说是有人大开方便之
门， 监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未
能尽到监管之责。 另一方面， 电视
媒体长期播放此类信息， 也会变相
折损有关部门的公信力。

刘洪滨们逍遥法外， 只会坑害
更多的无辜患者。 无论电视台还是
监管部门， 如果守土失责， 就形同
帮凶。 在这条违法利益链上， 哪怕
有一个环节负起责任， 刘洪滨都不
可能得逞。 医疗广告， 人命关天，
若想不让刘洪滨们再招摇撞骗， 不
让患者再被坑骗 ， 需要法律硬起
来， 监管动真格。

（综合人民网、 北京青年报、
南方日报、 凤凰评论）

假药“神医”为何能纵横电视？
������从福建检验检疫局获悉， 今年以来，
该局处理了多起旅客携带放射性剂量严重
超标的 “养生物件” 入境事件。 检验检疫
部门提醒消费者， 在海外购物时， 对于一
些宣称能 “补充人体能量” 的商品， 消费
者应保持警惕， 避免 “花钱伤身”。

近日， 福建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在
福州机场查获一件放射性剂量严重超标
的可疑金属器皿。 经检测， 发现该金属
器皿内装有大量含天然核素 Th-232 的放
射性颗粒， 容器外表的辐射剂量率达到
本底值的 33 倍， 大大超出我国相关安全
标准。 携带器皿的旅客称， 该物品购自
日本， 用于贴身及沐浴保健， 但查验人
员未见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据介绍， 今年以来， 福建检验检疫
局已经处理多起此类事件。 这些放射性
超标的 “养生物件” 虽然形制不一， 或
挂饰或手链或沐浴用品， 但有一些共同
特点： 一是主要购自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二是商家宣称含有钛、 锗等贵重或稀有
金属， 能够释放负离子或发射远红外线，
有加速血液循环， 补充人体能量等功效；
三是均含有放射性核素。

福建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介绍， 放
射性核素衰变产生的射线可以使空气发
生电离， 从而达到商家宣称的 “负离子
功能”。 但是， 长时间近距离接触此类物
质， 容易产生造血功能缺失等不良影响，
并有诱发癌症的可能。 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禁止向公众出售此类含放射性物
质的消费品。

（新华社， 6.22， 李慧颖 /文）

境外购买养生物件
谨防辐射超标

患颈椎病多年
瑜伽练出高位截瘫

������6 月 23 日， “丝绸之路健康论坛·第
三届中亚地区妇幼健康论坛” 在新疆乌
鲁木齐市召开。 论坛邀请俄罗斯、 哈萨
克斯坦等国际专家及国内 37 位相关领域
的著名学者专家参会并进行高端学术讲
座， 700多与会者尽情享受着这场难得的
高规格的学术盛宴。 图为外籍专家一行
在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参观交流。

李凤娟 摄影报道

丝绸之路
联通妇幼健康论坛

三级医院都要配备总会计师
拟推广医务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