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您提个醒

������福州烈日炎炎， 木工老严在工
地劳作了 3 小时， 突然狂躁不安、
胡言乱语， 不久陷入昏迷， 当时
其体温高达 41℃， 送医后被确诊
为重症中暑， 患上热射病， 这是
一种高致命性疾病。 所幸经紧急
救治， 老严脱离了危险。

连江人老严今年 52 岁， 是闽
侯大学城某工地的一名木工。 他
平时身体结实， 发病当天福州气
温高达 35℃。 结束了上午的工作
后， 老严匆匆吃过午饭， 又顶着
烈日回到工地干活 。 连续劳作 3
小时后， 老严突然像发疯了一般
胡言乱语， 烦躁不安， 还出现了
恶心、 呕吐等症状， 没过多久就
陷入昏迷。

工友将其送至医院， 当时老严
的体温高达 41℃， 被确诊为热射
病， 伴心、 肺、 肝、 肾等多脏器衰
竭。 福建省第三人民医院重症监
护病房副主任卓惠长称， 老严由
于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中进行高强
度劳动， 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
出现多脏器衰竭等严重的临床综
合征， 病情属劳力型热射病。 此
类病多发于户外工作者以及夏季
进行剧烈运动的人群。
（福州晚报， 7.4， 朱丹华、 赖丽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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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7 月 11 日， 国家卫计委网站
公布的一份文件要求， 严密防控、
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 包括醉
酒、 精神或行为异常患者安排保卫
人员陪诊， 将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人
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等， 官方亮出了
一系列严惩伤医、 医闹行为的 “组
合拳”。

二级以上医院
应建应急安保队伍

这份文件名为 《严密防控涉医
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
见》， 由国家卫计委办公厅、 公安
部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
室三部门联合印发。

这份文件再次强调， 要加大医
疗机构安检和安保措施。 《意见》 要
求， 二级以上医院 （含妇幼保健院）
应当在公安机关指导下， 建立应急
安保队伍， 开展安检工作， 安装符
合标准要求的监控设备， 将加强安
检安保措施作为重点举措积极推动。

此外， 《意见》 要求， 公安机
关应当在有条件的二级以上医院设
立警务室并配备相应警力， 警务室
民警应当每天带领医院安保队伍在
重点时段、 重点区域进行巡查， 及
时查处违法犯罪， 维护医院正常治

安秩序。

醉酒、精神或行为异常患者
由保卫人员陪诊

在强化医疗机构安检和安保
措施的同时， 这份 《意见》 要求，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诊区管理制度，
指定专 （兼） 职人负责门急诊的诊
区管理， 实行住院患者探视实名登
记制度， 未经许可， 不得随意进
出， 维护正常诊疗秩序。

此外， 上述 《意见》 还特别提
到了要 “建立特殊人群就医接诊制
度”。 《意见》 要求， 遇有醉酒、
精神或行为异常患者就诊， 要安
排保卫人员陪诊， 一旦出现突发情
况立即采取果断措施， 确保医务人
员及患者安全。

二级以上医院须设
专门部门受理群众投诉
对于近年来高发的涉医违法

犯罪案件， 有评论指出， 更需反思
的是当前医疗体制下， 有没有给医
患之间提供良好的沟通环境， 一直
以来， 一些医院的投诉举报机制不
畅， 这也是导致医患矛盾升级为暴
力冲突的潜在因素。

对于涉医矛盾纠纷， 上述 《意

见》 明确要求， 医疗机构应当做好
涉医矛盾纠纷排查处理， 二级以上
医院必须设立专门部门受理群众投
诉， 主动排查医患矛盾纠纷， 及早
调处化解。

《意见 》 称 ， 对多次反映诉
求、 有过激行为或扬言伤医等有较
高安全风险的人员， 应当予以重点
关注并及时向属地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和公安机关报告。

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提供、发布
医院监控录像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份三部门发
布的严防涉医违法犯罪的文件， 还
特别提到了涉医案件的舆情应对及
信息发布。

《意见》 指出， 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指导医疗机
构制订涉医案件舆情应对及信息发
布预案 。 《意见 》 要求 ， 发生涉
医案件后 ， 医疗机构应当指定专
人负责媒体沟通 ， 未经批准不得
随意将医疗机构监控录像提供给
与案件调查无关的机构或人员 ，
更不得公开对外发布 ， 应当在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的指
导下及时发布信息。

（中新网， 7.12， 阚枫 /文）

国家三部门联合发文严惩涉医犯罪

行为异常患者由保卫人员陪诊 烈日下劳作
木工患上热射病

郑勤 （化名） 是郴州市临武县一名
30 多岁的“妈妈”。 之所以打上引号，
是因为她并不是一名真正的妈妈。 结婚
6 年来， 她因为患有严重的宫腔粘连，
肚子从来就没有“鼓起” 过。 为了能有
宝贝， 她和丈夫四处打听治疗， 却始终
没有效果。 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她来
到了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遇到了她生命
中的“贵人”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妇
科主任邹明英。 在详细询问了郑勤的情
况后， 邹主任明确告诉郑勤， 宫腔粘连
确实很严重， 通过仪器来看已经完全看
不到宫腔的正常形态。 但是， 湘南学院
附属医院妇科自从 2004 年开展宫腔镜
技术以来， 治疗宫腔粘连已经具有非常
丰富的临床经验。 她们能够帮助郑勤实
现当妈妈的愿望。 将信将疑的郑勤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 住院接受了治疗。

事实正如邹明英说的一样， 郑勤的
宫腔因为严重粘连完全“消失”， 在 B
超的监视下， 邹明英凭借着多年来对宫
腔解剖位置的熟练一点点切割。 “她的
宫腔严重粘连， 手术级别已经达到了最高
级别 4级。” 邹明英介绍说： “我们等于
是在她的子宫里重新‘造’ 一个宫腔出
来， 这种手术最怕的就是穿孔， 因为完全
不知道宫腔的正常位置， 我们只能凭借解
剖位置去细心探索， 一旦没有切割对， 就
容易穿孔。 如果切到了血管， 会引发出
血， 而一旦切偏就无法找到输卵管开口，
失去了治疗的目的， 因为患者是想生育
一个孩子。” 幸运的是， 治疗第二个月后，
她怀孕了。 知道喜讯之后的郑勤高兴地
回到临武， 然而， 50 多天后， 胚胎停止

了发育。 原来， 经治疗后子宫内膜还是
太薄了， 胚胎没营养。

郑勤又一次住进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妇科， 经过邹主任的精心治疗， 过了几
个月， 郑勤再次怀上了孩子。 然而， 70
多天后， 在临武当地一家医院做常规产
检时， 医生告诉她胎儿状况不是很好，
建议她终止妊娠。 清宫手术后宫腔再次
粘连了。 这可把郑勤吓坏了！ 这样几经
折腾， 她非常担心自己还能不能怀孕？
她径直找到邹明英主任， 恳请其再次为
她手术。

“像她这样的情况还真是少见， 来来
回回折腾了三次。 最后一次妊娠后， 我
告诉她哪也不要去了， 就在我这里保
胎。” 邹主任对郑勤的情况非常担心，
因为反复粘连手术， 郑勤的子宫内膜已
经没有多少了， 怀孕后胎盘极有可能发
生粘连， 甚至植入， 生育时极易引发大
出血从而危及生命。 所幸， 在妇科医护
人员的精心手术下， 2016 年 1 月 19
日， 经过插管介入， 再行剖腹产， 郑勤
不仅没有大出血， 还顺利产下了一名健

康的女宝宝。
现在， 每到节假日， 郑勤就会

带着宝贝给邹明英打电话， 问候
或祝福。 在她的内心， 邹明英已
经成为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是她带领的团队帮助她实现了当
妈妈的心愿， 让她成为了一个完完整整
的女人。

“和郑勤一样对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妇科充满感激的女性患者还有很多， 妇
科自 2004 年开展宫腔镜技术以来， 成
功帮助她们解脱痛苦， 实现心愿。 宫腔
镜技术是一项妇科常用的微创治疗技
术， 能够对女性宫腔内发生的问题实施
有效治疗， 患者创伤少、 痛苦少、 术后
恢复快。 科室每个月宫腔镜手术达到
100 多台。” 妇科主任邹明英说。 该科
拥有一批精良、 优质、 高效的医疗护理
团队。 全科有医护人员 20 余人， 其中
主任医师 2 人， 副主任医师 5 人、 研究
生 3 人。 科室医护人员先后在中山大学
附属医院、 佛山市一医院、 省肿瘤医
院、 湘雅一医院、 上海仁济医院外出进

修学习。 目前， 微创手术在该科已进入
临床应用的成熟阶段， 妇科肿瘤手术在
湘南地区及当地享有一定美誉度， 获得
患者好评。

“在所有宫腔镜手术中， 宫腔粘连是
目前非常常见的疾病。 虽然能够通过宫
腔镜技术解决， 但是我们还是要向广大
年轻女性提出忠告。” 邹明英提醒， 女
性一定要具有避孕意识， 做好避孕措
施， 避免伤害子宫内膜。 尤其是年轻女
性要加强生理卫生知识的学习， 学会自
我保护， 毕竟手术治疗对身体也是一种
伤害， 从一开始就不让自己的子宫受到
伤害才是最好的保护。 唐丽

邹明英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 1990年毕业于衡阳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毕业后一直在湘南学
院妇产科从事妇产科临床及教学工作。 曾先后到湘雅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佛山市一医院、
上海仁济医院进修学习。 1996 年晋升为妇产科主治医师， 2002 年晋升为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2003 年担
任妇科主任， 2007 年当选为湖南省妇产科年会郴州分会常务理事， 2011 年 9 月当选为湖南省腹腔镜质
量控制小组副组长， 2012 年 8 月当选为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委员。 在妇科肿瘤的诊治及宫腹腔镜技术方
面有较深的造诣。 开展了外阴癌广泛外阴切除术 +腹股沟淋巴清扫术、 宫颈癌广泛子宫切除术 + 盆腔淋
巴清扫术、 子宫内膜癌、 卵巢癌的全面分期手术； 卵巢癌的肿瘤细胞减灭术等。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剜除术
（尤其是大的子宫肌瘤剜除术）、 子宫切除术、 卵巢囊肿剔除术、 宫外孕手术、 不孕症手术以及各种广泛粘
连的不定型手术。 宫腔镜下粘连分离术（尤其严重粘连）、 肌瘤剔除术、 子宫纵膈切除术等。

———记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邹明英

妙手仁心让宫腔粘连患者圆

专 家 简 介

邹明英主任在手术。

”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