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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张阿姨因为有关节炎，
便买了套针， 在家自行针灸。 然
而， 却因用力过猛 ， 扎破了肺 ，
不得不前往医院手术治疗。

张阿姨今年 71 岁， 平时注重
养生， 也喜欢尝试新技能， “我
有关节炎， 每次都跑医院很麻烦，
就买了套针， 想自己针灸。” 张阿
姨说， 一开始， 自己学着网上的
方法给自己扎针 ， 效果还不错 。
上周， 张阿姨感觉自己左肩酸痛，
就又给自己扎上了， 因为 “肩上

有个穴位， 扎这里能缓解疼痛”。
只是这次针扎完以后， 她总觉得
自己胸闷胸痛， 稍微一咳嗽或者
动作大一些， 痛的感觉就会更强
烈。

到了第二天， 张阿姨熬不住胸
痛， 前往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
诊。 医生经检查发现， 张阿姨左侧
气胸， 肺部萎陷得厉害， 只有原来
的 60%了， 需要进行胸腔闭式引流
术， 将漏气引出来。 至于气胸的原
因， 推测是针灸时针刺入过深， 刚

好刺破了肺尖 （肺部顶端）。
“人体肩膀上确实有缓解关节炎

疼痛的穴位， 但不建议患者自行扎针
治疗。” 该院针灸科医生李世民强调，
针灸特别是针刺， 应该由专业针灸师
使用专业的针具进行操作。 像张阿姨
这样， 没有相关专业知识进行针灸，
穴位具体位置、 扎针深度和角度都难
以把握， 容易损害神经、 血管， 像肩
颈部就容易刺破胸膜导致气胸， 甚者
刺伤肺部。

（综合 《每日商报》《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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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北京一家涮肉店里 ，
一位女士就餐时发现隔壁桌几位
食客在抽烟， 向店内工作人员反
映无果后， 这位女士录制视频曝
光此事， 其间遭到一名抽烟男子
的阻挠。 该饭店无控烟管理制度，
禁烟标识上无投诉举报电话号码。
针对以上情况， 朝阳区卫生计生
监督所对涉事饭店立案调查， 情
况属实将处以 2000 元至 1 万元的
罚款。

前不久， 闹得沸沸扬扬的郑
州 “电梯劝烟猝死案” 刚迎来了
二审判决， 劝阻吸烟者不用承担
赔偿责任。 这样的判决结果， 让
关注此事的人舒了一口气。 但这
起案件还是会让很多围观者 “心
有余悸”， 因为这一起案例的判
决， 并不能代表今后所有的类似
案例都会得到同样的法律判决，
毕竟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更令那些讨厌别人吸烟，

也有心劝阻别人吸烟的人担心的是，
一旦遇到对方态度恶劣、 脾气暴躁的
时候， 极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劝阻行为
而引起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发展
成肢体冲突， 酿成悲剧也不是没有可
能。 如此一来， 劝阻吸烟的代价似乎
就太大了， 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 绝
大多数人即便心里十分反感周围的人
吸烟， 但也不会出言劝阻。

那么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 尤
其是那些有法规条例明令禁止吸烟
的地方吸烟， 到底应该由谁来劝阻
更为合适？ 显然还是这些公共场所
的所有方、 管理方。 比如在饭店酒
楼， 那就是由饭店酒楼的管理经营
者； 比如在超市商场， 那就是超市
商场的经营者。 在劝阻吸烟的问题
上， 之所以说 “单位劝阻” 的效果
要好于 “个人劝阻” 的效果， 背后
也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成因的， 比如
吸烟者会觉得某个地方禁止吸烟，
属于 “公事公办”， 不会损害自己的

尊严， 让自己难堪， 但是如果是某
个陌生人劝阻， 他就会觉得自己的
尊严受到了挑战 ， 面子上过不去 ，
进而产生抵触情绪。

而对于 “单位” 来说， 在劝阻吸
烟的时候， 既要讲究力度， 也要讲究
技巧， 讲究智慧， 要既能让对方掐灭
手里的香烟， 同时又不让对方产生自
己在周围人面前丢了面子的感觉。 当
然了， 对于那些无论如何劝阻都不
听， 软硬不吃的吸烟者， 作为单位和
商家， 也不能和对方发生冲突， 而是
应该积极拨打政府部门的举报电话，
由对方出面进行调查处理， 加大对违
规吸烟者的处罚力度。 反过来说， 如
果单位、 商家或政府职能部门在劝阻
吸烟方面不作为， 那么客观上就等于
是把劝阻吸烟的责任 “转嫁” 到了普
通公众的身上， 势必会引发彼此之间
的矛盾和冲突， 这显然是我们不愿意
看到的。
（《燕赵都市报》 2.2， 苑广阔 /文）

■关注

别把劝阻吸烟责任转嫁到个人

������作为缓解患者看病难的重要
一环， 2018 年重庆将在全市 100
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实现 25 个
常规项目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促
进合理检查、 合理诊疗。

据了解， 开展医学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共享的探索， 意味着在
保障医疗质量的前提下， 患者在
一家医院所做的各种检查检验，
到另一家医院不必重新再来一
次， 这减轻了患者负担， 有助于
缓解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

重庆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可
以高效利用医疗卫生资源， 规范
诊疗行为。 为确保医疗质量， 重
庆将重点在同级医院和医联体内
医疗机构间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工作。

作为大型公立医院， 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近年来积极
推广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以医
院的远程心电诊断协作平台为
例， 这一平台已覆盖重庆 26 个
区县的 82 家医院。 通过远程心
电诊断筛查出的危急患者， 可接
入重医附一院胸痛中心 24 小时
绿色通道迅速转诊， 在线互认检
查资料。” 重医附一院外联部副
处长姚云清介绍。

（新华网， 2.2， 李松 /文）

������今年 10岁的尹向红是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名盲童， 她从出生就没有
视力。 2015年， 尹向红开始接触钢琴并喜欢上它， 现在其已经可以熟练
地弹奏不少曲目， 她的钢琴老师也夸她学琴很刻苦。 尹向红有个梦想，
希望未来能走上大舞台， 让更多的人能听到她的演奏。 图为 1月 30日，
尹向红在家中弹钢琴。 （新华社， 郭晨/摄）

盲童的钢琴梦

������三四岁的宝宝爱笑往往让人
觉得性格好。 但如果宝宝时常无
故 发 笑 ， 家 长 可 要 仔 细 观 察
了———痴笑性癫痫的表现症状正
是无故发笑。 近日， 暨南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孟珩便接诊了这样一位患者。

9 岁的小姑娘玲玲 （化名）
来自珠海， 这种无故发笑的症状
从 3 岁多已经开始。 家长反映，
她会突然毫无原因地大笑几十秒
甚至一两分钟， 以晚上发生的次
数最多， 一开始还只是偶尔出现
症状， 家长也不以为意。 然而随
着年龄增长， 近年来玲玲发作的
频率也越来越高， 最多时一天发
作数十次， 有时候还会无故地哭
闹。 随着孩子开始入学， 病情的
发展给她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半年前， 玲玲家人将其带到
了暨大附一院， 经核磁共振颅内
检查， 医生发现玲玲下丘脑处有
一个错构瘤， 这正是笑性癫痫的
致病根源所在。 目前， 玲玲仍在
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服药并持续观
察， 病情得到了初步的控制。

孟珩介绍， 笑性癫痫发病常
见于幼儿 ， 不同于普通癫痫急
性发作时有抽搐 、 咬牙等明显
症状 ， 笑性癫痫在临床上相对
来说比较少见 ， 也很容易被忽
视和误诊 。 实际上 ， 笑性癫痫
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控制 ， 病
情发展下去也会出现其他癫痫
症状 。 所以如果家长发现孩子
经常无故发笑 、 哭闹 ， 最好带
孩子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 临床
上早期治疗或通过手术处理 ，
50%以上的患者病情能够得到有
效控制。

（《广州日报》 2.4，
周洁莹、 张灿城 /文）

宝宝无故发笑
警惕笑性癫痫

自己扎针灸 扎出了气胸

重
庆
重
庆

100家公立医院
将互认检查检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