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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传真

������最近 ， 一个名为 “苏州小
伙 ” 的网友在网上发帖 ， 称自
己家境贫寒 ， 母亲左右胸均被
查出乳腺癌 ， 希望通过 “轻松
筹 ” 众筹 30 万元给母亲治病 。
帖子上线 2 天后 ， 该网友筹得
近 2 万元善款 ， 但为他的母亲
治疗的医院医生怒斥其陈述的
病情与事实不符 ， 其母实际只
有单侧乳腺癌 ， 而且除去医保
报销的费用 ， 患者需要自费的
医药费仅有 6800 元。

当大病、 重病不期而至， 互
联网大病众筹平台成为许多贫困
患者及其家人的 “救命稻草 ”。
2016 年， 民政部指定首批 13 家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

不过， 在网络慈善的发展过
程中， 有关 “骗捐” 的质疑一直
如影随形。 去年， 24 岁的重庆小
伙王浩 （化名） 因患尿毒症在网
上募捐 8 万多元， 几个月后， 他
全款买了一辆 10 多万元的 SUV
车， 引发了众多捐助者的不满。
一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众筹
500 万治疗白血病的消息同样引

发质疑， 一些在德国留学和工作
的华人介绍， 在德国的注册大学
学生都需要购买强制公保医疗保
险， 治病和药费大部分都是可以
报销的。 事后， 该捐款账号被众
筹平台冻结。

网络大病众筹掺假， 不仅对
捐助者造成情感伤害， 也损害了
网络募捐平台的公信力， 影响网
络慈善事业的发展。 对此， 必须
厘清众筹平台和众筹申请人的责
任 ， 对于掺假众筹进行双向追
责， 倒逼双方切实履行责任和义
务， 杜绝虚假网络大病众筹。

公益众筹通常需要三方面组
成， 包括发起方、 出资人和众筹
平台。 众筹平台往往会事先撇清
责任， 称自己只是项目的发布平
台、 资金的发放平台， 并不承担
项目的执行和监督。 然而， 众筹
平台的免责条款不能对抗法律强
制性规定。

根据我国 《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
供者应当向上网用户提供良好的
服务， 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内容
合法。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六

条明确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
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 未采取必要措施
的 ，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 因此， 有关部门必须加大监
管力度， 对于履行审核义务不到
位， 对众筹申请把关不严的平台
依法追责， 彻底打消其事不关己
的侥幸心理， 切实保障发布信息
的真实有效。

同时， 还应看到， 许多虚假
大病众筹项目并不是完全虚假，
而是半真半假， “患病是真、 缺
钱是假 ”， 患者家里明明有钱 ，
却要通过众筹的方式获得医疗
费。 对这种情况， 单靠众筹平台
的审核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发动
社会监督， 真实还原申请人的家
庭经济状况， 让装穷骗捐者现出
原形。 对于涉嫌骗捐的当事人，
不应仅限于叫停众筹申请， 冻结
募捐账号， 还应当以诈骗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只有提高骗捐的风险成本 ，
才能让别有用心者望而却步， 让
真正困难者获得更多受助机会。

（北京青年报， 12.4， 社评）

大病众筹掺假需双向追责

������12 月 3 日， 在意大利都灵，
约 2 万人参加“圣诞老人” 巡游
活动， 为当地一家儿童医院募捐。

（新华社/法新）

������近日 ， 北京中医医院和首
都儿科研究所 （以下简称 “首
儿所”） 联手推出的 “中医儿科
医联体 ” 正式在首儿所挂牌 。
未来不仅首儿所医生可到中医
医院进修， 中医医院的名老中
医还将在首儿所定期出诊。

首儿所有关负责人表示 ，
首儿所是一家综合性儿童医院，
但中医专业力量较为薄弱。 为
此， 首儿所与北京中医医院成
立了 “中医儿科医联体”， 聘请
中医医院儿科主任李敏兼任首
儿所中医科主任， 安排首儿所
的年轻医生到中医医院进修学
习， 未来， 中医医院的名老中
医将在首儿所建立工作室， 定
期出诊， 更好的为患儿服务。

目前 ， 首儿所中医科已开
设小儿推拿按摩特色治疗室 。
现已开展小儿呼吸、 消化系统
常见疾病的推拿按摩治疗， 2 个
月以来， 得到了家长及患儿的
认可， 反响良好。

（北京日报， 12.1， 刘欢 /文）

������结婚 1 年多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
施， 妻子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 检查
发现问题出在丈夫身上， 精液里压根
就没有 “小蝌蚪”， 而 “幕后黑手” 竟
是他幼时患上的腮腺炎。 近日， 医生
用 “一根针” 帮助小伙找到原因。

30 岁的小超结婚 1 年多， 妻子仍
未见喜， 面对双方老人的催促， 小超
和妻子一起到医院做了检查。 “精液
里没有精子！” 拿到结果， 小超如五雷
轰顶 。 小超换了家医院做精液检查 ，
依然被诊断为 “无精症”。

其他相关检查都是正常的， “小
蝌蚪” 跑哪里去了呢？ 小超找到武汉
市第一医院生殖医学科求助。 为了查
找病因， 生殖医学科吴春林博士用针
穿刺到小超的睾丸里， 抽取少量睾丸
组织， 发现睾丸里有精子存在， 是由
于输精管道变性纤维化堵塞无法排出。

吴春林仔细追问， 小超想起自己
在十二三岁时得过腮腺炎， 当时小蛋
蛋又胀又痛， 之后好了也就没有在意。
吴春林推测， 小超是腮腺炎合并睾丸
炎导致的无精。 通过第二代试管婴儿
技术， 他的妻子成功怀上了宝宝。

吴春林透露， 临床上这种情况并
不少见。 腮腺炎病毒对睾丸有相当的
“亲和力”， 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
睾丸里引起睾丸炎， 损害睾丸内产生
精子的曲细精管， 使精子数量和活力
锐减。 患者还会出现睾丸萎缩， 大约
有三成左右的患者双侧睾丸可同时受
到牵连。

吴春林表示， 男孩子感染腮腺炎
后应积极治疗， 痊愈后最好到泌尿外
科检查看看是否合并了睾丸炎。

（武汉晚报， 11.13，
刘璇、 彭夏丽、 严睿、 陈娅莉 /文）

������你一天喝多少水？ 德国 35 岁建筑
师马克·伍本霍斯特一天必须喝至少 20
升水， 否则就可能脱水而死， 因为他患
有尿崩症。

尿崩症是一种罕见代谢病， 常见症
状为烦渴、 多饮、 多尿， 常见于青壮
年， 也有遗传性病例， 伍本霍斯特就属
于后者。 他总是觉得口渴。 如果有 1 小
时没能补充水分， 他就会出现嘴唇干
裂、 头昏眼花、 神志不清这些多数人断
水两三天才有的症状。 由于这种病， 伍
本霍斯特儿时一度陷入抑郁。

如今， 伍本霍斯特的一天从一大瓶
水开始， 过会儿就得去上厕所。 夜间更
困难， 他说， 一辈子都没能连续睡上 2
小时， 不时得起床喝水， 然后上厕所。
鉴于这样的身体状况， 伍本霍斯特日常
工作生活必须妥善安排， 避免长途旅行。

伍本霍斯特说， 虽然不能长途旅
行， 但不影响他欣赏家乡的美， 享受生
活。 多年来， 他热衷参加社区活动， 帮
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新华社， 12.4， 黄敏 /文）

德国男子患尿崩症
日饮 20 升水才能活命

“圣诞老人”巡游

������50 岁的朱先生连续 3 天持
续高烧， 打针吃药， 抗生素全
不管用， 最后发现是因为感染
了肺曲霉菌这种少见的真菌 。
究其感染环节， 却是平日里稀
松平常的一次家庭卫生大扫除。

“几个月前， 突然之间高
热、 咳嗽。” 朱先生回忆说， 起
初发烧到 39℃， 以为是感冒 ，
便到附近的卫生所挂抗生素头
孢治疗， 可 3 天后还是高烧不
退， 最后转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此时肺部 CT 检查发现， 朱
先生的两肺弥漫性病变， 为重度
感染， 并有空洞。 入院后， 医生
对朱先生的脓痰标本进行检查，
发 现 了 一 种 比 较 罕 见 的 病
菌———肺曲霉菌。 经过呼吸内

科副主任医师张孝钦的详细问诊，
朱先生想起了病发一周前， 家里
做过一次大扫除。 由于很久没有
彻底打扫过了 ， 当时翻箱倒柜
的， 灰尘很大， 也没戴口罩。

张医师等呼吸内科医生根据
病史及检测结果分析认为， 在打
扫卫生的过程中， “混迹” 于灰
尘中的曲霉菌很可能找到了下手
的机会， 跑进了朱先生的肺里，
引起肺部感染。 最终朱先生被诊
断为： 侵袭性曲霉菌病。 在使用
了抗真菌药物后， 朱先生的病症
才得到控制。

医生提醒， 大家在打扫时最
好戴上口罩， 尽量减少曲霉菌以
及其他病菌的感染。

（钱江晚报， 11.28，
张苗、 宋黎胜 /文）

打扫卫生没戴口罩
肺部感染真菌

童年患腮腺炎惹祸
成年迟迟难做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