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故事

������吃饭频咬舌头 ， 夹菜总是夹
空， 六旬老人入院就诊， 发现中风
先兆。 入冬以来， 湖北省中医院脑
病科丁砚兵教授的门诊， 中风患者
比起平时几乎翻倍。

湖北 62 岁的刘爹爹平日很喜
欢热闹， 最近却一反常态变得
沉默寡言。 上周， 一家人围在
一起吃火锅， 刘爹爹筷子频频
夹空， 还时不时咬到舌头， 这
一反常情况引起家人警觉。 饭
后， 刘爹爹在家属陪伴下到湖
北省中医院脑病科就医， 检查
证实为短暂性脑缺血。

丁砚兵介绍， 脑中风分为
缺血性和出血性两种， 有数据
显示， 前者发病率约为后者的
3 倍。 刘爹爹出现的短暂性脑
缺血俗称 “小中风”， 是暂时血
液中断引起的轻度中风， 该病
被视为中风先兆。 若患者未得
到及时干预， 可在数日甚至数

小时内发展为脑中风。
“中风一年四季均可发病， 但

冬季相对高发， 这是因为寒冷的气
候可导致人体交感神经紧张， 血管
处于应激状态。” 丁砚兵表示， 高
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等慢病人

群， 需要控制好基础疾病， 戒烟
限酒 。 一旦出现偏侧肢体麻木 ，
头昏、 乏力， 说话不清楚等信号，
一定要引起重视。

（《武汉晚报》 1.1，
武叶、 胡梦、 万凌翔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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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热线 400-991-3577

每瓶 250g 限时 1 元特卖

西洋参又名花旗参、洋参。 性寒、补气养
阴，清火生津，吉林一省的人参产量占到全球
人参总产量的 70%以上，因长白山独特的地理
环境和气候， 形成了西洋参良好的生长空
间。 ，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的重视，越来越多
的人，在食用西洋参。 长白山的西洋参粉更是
得到国内众多中老朋友的青睐。

市场上西洋参的零售价格 1 克几元到十
几元， 中间代理商环节太多， 导致价格很昂
贵，给很多的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经济压力。 很
多中老年朋友不能长期食用。 为了满足众多

经济条件不佳， 但又想长期食用的中老年朋
友，为此文山通泰商贸有限公司特举办本次产
地直销 1 元特卖活动， 回馈广大西洋参服用
者，本活动仅限一周具体细节如下。
1、活动仅针对年满 50周岁的中老年朋友；2、1
元 1 瓶每人限领 4 瓶；3、一年量为 5 瓶，不零
售，5 瓶仅收取 1 瓶的原价费用；4、 不收快递
费，免费送到家；5、活动截止日期 1月 18号。

正宗长白山西洋参超细粉
厂家直销特供 3000 瓶！ 每瓶可以吃两个多月， 每人限购 4 瓶活动仅限一周， 今日开售

400-991-3577

吉林长白山西洋参粉，产地直销，宁愿一人买十回，不愿十人买一回。

������南京今年的这场初雪很大， 1
月 4 日， 有一位在雪地摔倒心跳呼
吸骤停的老人， 遇见了一位说出
“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的医生， 做
了一台没有家属签字就开展的手
术。

那天大雪纷飞， 老人突然晕倒
在地。 南京鼓楼医院消化科医生王
轶刚下夜班， 正好路过现场并将其
送到医院。 接诊后发现老人为心肌
梗死， 因为联系不到其家人， 鼓楼
医院急诊科主任王军考虑， 如果等
的话， 老人命将不保， 即使救过来
了， 也会给愈后带来很大的麻烦。
于是他写了份承诺， 承诺老人的所
有责任由他来承担， 让底下的医生
们赶快去抢救。 但这是有违医疗常
规的， 正常情况一定要家属签字或
者本人签字。 当老人的女儿赶到医
院时， 已经是 2 个小时之后了。 此
时， 医生已经为老人做完了手术，
患者的女儿连连感叹父亲是幸运的。

这是新年里满满正能量的
事。 我们要为这几位医生点赞，
也要为患者家属点赞。 不过， 这
事让人在拍手叫好之余， 也不禁
捏了把汗： 如果手术没有成功
……毕竟 ， 个别患者和家属因
“当初没有签字同意” 而拒绝支
付医疗费甚至抹黑医生 、 怂恿
“医闹” 的事儿， 也不是没有发
生过。

医生是一种与死神赛跑的职
业， 千钧一发之际， 相比手续，
挽救生命是第一要务。 退一万步
说， 即便医药罔效， 家属也应该
给予医务工作者以支持。 毕竟，
到了这个份上， 不救必死无疑，
救了还多几分希望。 家属愿意共
同 “担险”， 医生才能心无旁骛
地为生命 “冒险”。

应当说， 此次南京鼓楼医院
医生面对危急患者， 毫不犹豫地
亮剑救人， 除了医者仁心的职业

信仰在支撑外， 更是有法律在给他
们做坚强后盾。 2017 年 12 月 13 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审理医
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其中明确规定： 对于
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 ，
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
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
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的医
疗措施， 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
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就从法律层面， 给危急患者扩宽
了求生的 “绿色通道”， 也给医务工
作者坚持积极施救的价值导向扫除
了后顾之忧。

所以， 只有法律给医生撑起一
片天 ， 从制度上保障医生的权利 ，
才会鼓励更多的医生 “挺身而出”，
令生命获得最大程度的挽救， 让生
命至上理念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弘扬。

（综合 《钱江晚报》
《人民日报》 《新京报》）

法律给医生撑起一片天

让制度为医者仁心作保
■给您提个醒

■医改动态

������今年 50 多岁的蔡建华是河
南郑州人， 小时候因为一场高烧
落下耳疾。 2001 年下岗后， 蔡
建华迷上了纸雕艺术， 从此刻苦
钻研， 她创作的作品多次获奖。
2014 年， 蔡建华在一个残疾人
能力训练中心的资助下成立了
“残疾人爱星纸雕手工坊”， 教其
他的残疾人学习纸雕。 图为 1 月
3 日， 蔡建华在家中制作纸雕作
品 《凤凰》。

新华社， 冯大鹏/摄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
透露， 广西将实施脑卒中综合防控
策略和措施， 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
筛查和干预， 力争到 2020 年脑卒
中发病率增长速度降到 5%以下，
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 10%。

根据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制定的
《广西脑卒中综合防治工作方案》，
广西将强化脑卒中危险因素控制，
倡导膳食结构多样化 ， 开展控烟
减盐控油等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
加强幼儿园、 中小学的健康教育
工作。

同时， 广西将推动关口前移，
做好高血压等慢性病管理。 在有条
件的地区，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逐步开展超重肥胖、 血压
血糖增高、 血脂异常等慢性病高危
人群的患病风险评估和干预指导。
全面实施 35岁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
制度， 高血压患者及时纳入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优先覆盖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

（新华网， 1.8， 覃星星 /文）

������近日一款与真实灯泡大小一样
的 “灯泡糖” 风靡网络， 这种号称
“吃得进去， 拿不出来” 的神奇糖
果惹来许多好奇者一试身手。 北京
急救中心医生就此提示， 即便糖果
正常融化， 长时间的张口也会给关
节带来损伤， 而这种糖卡在嘴里会
占满口腔、 造成通气道阻塞， 有窒
息危险， 建议不要尝试。

近期 ， 一名男子在微博上发
布了一条记录他吃灯泡棒棒糖整
个过程的视频 ， 引来网民围观 。
视频中， 他将一个与真实灯泡 1:
1 比例的 “灯泡糖 ” 全部放入口
中， 此后几次努力想将糖拿出来
都没有成功， 只得不停地吸口水
加快糖的融化， 结果硬生生含了
45 分钟后， 才费力地把糖拉了出
来。 随着该视频的传播， “灯泡
糖” 也被带火。 有多名商家在网
上出售这种 “网红灯泡糖 ” ， 生
意最好的一家网店月销售量为
400 多个 。 在介绍页面上可以看
到 ， 这种糖直径 6 厘米 ， 长度
10 厘米。

对于这种 “灯泡糖”， 北京急
救中心医生刘洋提示， 这种糖塞进
嘴里后会撑满口腔， 导致肌肉产生
反应性收缩， 从而影响颞下颌关节
的活动， 阻碍咀嚼、 吞咽等重要活
动， 自然难以取出。 而且它会造成
通气道阻塞， 影响吞咽、 正常呼
吸， 有窒息危险。 即使等糖果正常
融化， 长时间的张口也会给关节带
来损伤， 建议市民不要尝试。

（《北京晨报》 1.2， 张静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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