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卫法制

■给您提个醒

������南京一女子不到 2 年花 11 万
元整容了 9 次还不满意， 最后将
整形医院告上法庭。 经医疗鉴定，
整形医院并不存在过错， 但该医
院对贾小姐频繁要求整形缺乏慎
重， 没考虑到患者是否存在 “美
容成瘾 ” 的情况 。 经法官调解 ，
整形医院同意赔偿 7 万元。

长相清秀的贾小姐总觉得自
己外形不够完美， 便想通过整容、
整形改变自己。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不到 2 年时间里， 她先后 9 次走
进某医院整形美容科。 结果自己
仍不满意， 反觉得越变越难看了。
于是， 贾小姐将医院告上南京市
秦淮区人民法院， 要求医院赔偿医
疗费和精神损失费等 11 万余元。
而整容医院认为手术已基本达到

预期效果， 他们没有任何过错。
经秦淮法院委托， 南京医学

会对该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
进行了鉴定 。 南京医学会认为 ：
医院前 2 次手术中未见违规之处，
但患者在进行了三、 四次手术后
仍然要求手术时， 医院需对患者
的心理进行评估， 考虑患者是否
可能 “美容成瘾”， 此后是否手术
要十分慎重。

法院认为， 医院对贾小姐不
断要求整形的要求缺乏慎重， 短
期内手术过于频繁、 告知也不充
分， 存在过错。 但患者自身心理
因素也有很大作用。 最终在法院
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该
医院一次性赔偿贾小姐 7 万元。
（扬子晚报， 6.21， 秦法、 罗双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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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动态

����� “每天从早忙到晚， 累得够
呛， 本以为会变瘦， 结果体重反
而一路飙升。” 这是在某互联网公
司工作的白领王晶的吐槽。 不过，
这也是许多白领职场生活的一个
缩影。 日前， 某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发布的一组白领健康数据称，
在随机调查的数千名白领中， 逾
六成白领认为自己 “过劳肥”。

在食物匮乏时代， 由于劳动所
消耗的能量得不到有效补充， 入不
敷出导致劳动者容易出现营养不
良式的消瘦； 物质充裕的时代，
情况恰恰相反， 越累越肥， “过劳
肥” 由此成为现代人的新问题。

从职业特点来看 ， “过劳
肥” 又有一定特殊性。 譬如， 职
场白领压力过大———长期压力过
大会使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升
高， 从而使人对食物产生一种强
烈而又莫名的渴望， 容易暴饮暴
食； 缺乏运动———运动有利于能
量的消耗转化， 还会直接影响身
体的基础代谢水平， 久坐不动，
能量消耗不足， 脂肪容易囤积；

睡眠不足———睡眠不足的人自身情
绪调节的能力较差， 会让人产生通
过吃东西来发泄的意愿， 使体重在
不知不觉中升高； 饮食不规律———
很多上班族都有饮食不规律的问
题， 比如早上不吃早餐， 随便打发
了事， 晚餐参加应酬则大吃大喝。
有的晚上加班之后还呼朋引伴吃夜
宵， 闹到半夜才睡觉。

由成因可见， “过劳肥” 一半
是职业所致， 工作压力大、 工作时
间长 、 久坐不动等等都与工作有
关。 因此， 欧美、 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将 “过劳肥 ” 作为一种 “职业
病” 进行干预， 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此， 用人单位当重视 “过劳肥”
现象。 譬如， 时间上， 给职工预留
一定的健身时间， 而不是除了工作
还是工作； 设施上， 适当增加一些
体育、 娱乐、 休闲设施， 让职工足
不出户可以进行健身 、 娱乐 、 放
松； 活动上， 鼓励职工参加文体活
动， 形成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管
理上， 提供 “事前预防型” 的健康
管理服务， 比如建立健康档案、 提

供身心健康咨询等。
“过劳肥” 另一半成因则与个

人 “任性” 相关， 一些白领因为上
班辛苦， 所以对自己放松要求， 甚
至自我放纵。 以饮食为例， 许多白
领晚上加完班之后吃夜宵， 就是一
个导致恶性循环的坏习惯。 一方面，
除了对肠胃不利， 过剩营养还容易
变成脂肪存储体内； 另一方面， 熬
夜导致睡眠不足， 加剧 “过劳肥”。
所以， 白领更应注重脂肪管理， 以
更积极的姿态控制体重， 不让 “过
劳肥” 缠上自己。 比如， 对付工作
压力， 不妨用文体活动、 与人交流
等途径来减压， 而不是寄情于食物；
对付久坐不动， 要有运动意识。 比
如， 工作时每隔一段时间站起来活
动一会儿； 选择一种可以长期坚持
的运动项目， 每天坚持锻炼等。

胖未必是病， 但胖起来可真要
命。 对 “过劳肥”， 当尽早采取干
预措施 ， 让职场白领养成合理膳
食、 适量运动、 控制体重的健康生
活方式。

（广州日报， 6.27， 练洪洋 /文）

“过劳肥”不该成白领职业病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自 2016 年起推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
方式运营专业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为老年人提供老年供餐、
日间照料、 全科医生签约等养老服务。 目前， 全区已有 18 个专业
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启用。 图为 6 月 24 日， 章贡区三康庙
社区的老人在健身运动室锻炼。 （新华社， 彭昭之/摄）

������为解除失独家庭的后顾之忧，
河北省元氏县政府免费为失独老
人投保住院护工服务保险、 意外
伤害保险 、 女性重大疾病保险 、
医疗保险等， 提升失独家庭的幸
福指数。

元氏县规定， 独生子女夭亡
故家庭只需提出申请和提交相关
证明材料，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
到政府埋单的保险保障。 此保险
为一年一保， 有效期限 1 年， 保
费全部由县财政负担， 不需要计
生家庭个人负担。

“元氏县为每个失独家庭配备
一部手机， 与县计生系统的手机
集团网连接， 可以随时随地免费
咨询有关事宜。” 元氏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副局长王伟平表示， 元
氏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每年提
供 10 大项免费健康检查项目， 定
期为失独老人进行健康和保健知
识讲座， 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和
跟踪服务手册， 建立巡诊、 出诊
制度， 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
上门服务。

（新华社， 6.26， 王昆 /文）

免费为失独老人
买保险

������对于哮喘的认识， 不少人还
停留在电影、 电视剧里那些 “气
促 、 呼吸困难 ” 的表现上 。 其
实， 这都是哮喘急性发作典型表
现， 有些只咳不喘、 干咳不断、
甚至不咳只是胸闷不适的人， 也
可能患有哮喘。 武汉 68 岁的朱
大爷买菜回家后开始胸闷， 1 个
月后去看病查出哮喘。

朱大爷是个老烟枪， 一直坚
持锻炼身体还不错。 1 个月前的
一个雨天， 他和往常一样买完菜
回家后 ， 就觉得呼吸有点不顺
畅， 后来， 胸口常常像被块石头
压住， 有时还心慌， 他连忙到擅
长解决呼吸系统疾病的楚天医院
检查。 该院专家刘新发现， 朱大
爷胸闷常在夜间或清晨发作， 不
伴有咳嗽、 咳痰， 胸片、 心电图
检查也都正常， 就建议他做肺功
能检查， 最后确诊为胸闷变异型
哮喘， 给以相应治疗后， 朱大爷
胸口很快 “松了绑”， 呼吸自由
而顺畅。

刘新介绍 ， 朱大爷这种哮
喘， 不喘不咳也没有呼吸困难，
惟一的症状就是频繁胸闷， 容易
被人忽视， 如果出现胸闷在夜间
或清晨发作， 因情绪激动或紧张
等诱发 ； 有哮喘家族史或过敏
史； 有密切接触烟草等职业暴露
史； 胸闷症状可自行缓解， 要高
度怀疑胸闷变异型哮喘， 及时进
行规范化治疗。

（武汉晚报， 6.20， 安禾 /文）

������最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金纳碰
到了一个尴尬的病例： 一位 20 多
岁的女患者述称， 被男友吻过的地
方全过敏了， 难道男友口水有毒？

20 岁出头的杭州女孩美美
（化名） 在一家单位做白领， 与男
友长期分居两地， 直到今年 3 月，
男友来到杭州， 小情侣终于可以团
聚了。 两人感情日渐升温， 情到浓
时， 会深情接吻， 但是一个奇怪的
现象发生了———美美被男友吻过的
地方， 手上、 脸上、 脖子上、 身体
上， 全是红斑点， 而且发肿、 发
痒， 特别不舒服。 她向金纳医生发
问， 甚至怀疑 “男友口水有毒”。
但这很快就遭到了否定。

“你可能存在皮肤刮痕症。” 金
纳医生解释， 这是荨麻疹的一种特
殊类型， 又叫人工性荨麻疹， 该病
多见于有过敏体质的人。 这类患者
体内存在特殊的免疫球蛋白 E， 会
导致皮肤血管周围的组织释放出
大量的组织胺。 当皮肤被指甲划
过， 或者被重物用力摁压后， 会出
现一条条红色划痕， 还会发肿， 通
常要过一会儿才会消失。 划痕症发
病与环境、 气候、 饮食、 药物和过
敏源有关， 原因比较复杂， 治疗并
不困难， 用抗过敏药就可以控制。

（钱江晚报， 6.9，
郑琪、 王家铃、 周素琴 /文）

情侣亲热遇尴尬
男友深吻女过敏

大爷胸闷 1 个月
原是变异性哮喘

政企合作 社区养老

9 次整容不满意 医院赔偿 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