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妻子一起做试管婴儿 ，
但孩子出生 1 年后 ， 做丈夫的
才发现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
据英国 《每日邮报 》 报道 ， 这
名 “受骗 ” 的俄罗斯男子日前
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 控告诊
所收了自己的钱 ， 却帮助妻子
“调包” 精子。

根据法庭文件， 俄罗斯男子
马克西姆·安诺克金为试管婴儿

治疗付费 ， 也提供了自己的精
子。 然而， 儿子出生后， 安诺克
金和妻子亚娜的婚姻并没有得到
挽救， 两人分手了， 并各自有了
新的恋情。 直到孩子在 1 岁时，
亚娜对安诺克金说出了真相： 儿
子不是他亲生的。 原来， 之前亚
娜告诉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诊
所， 希望自己所爱的男人成为孩
子的父亲， 而不是自己的丈夫。

后来， 她如愿以偿。
“当我被告知真相时， 我惊呆

了 。 ” 安诺克金说 。 随后进行的
DNA 检测也证实， 安诺克金不是孩
子的生父。 安诺克金随后决定起诉
提供试管婴儿服务的库拉科沃诊
所 。 安诺克金的代表律师奥尔加
称， 诊所应该对客户负有义务， 不
能单方面遵从亚娜的意愿。

（《新闻晨报》 9.5， 徐惠芬 /文）

■医院传真

������9 月 1 日起， 上海浦东首个 24
小时儿内科门诊在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浦滨儿童医院正式开放。

区别于一般的儿科夜间急诊， 浦
滨儿童医院夜间门诊选派了高年资
的儿内科主治医师坐诊 。 据了解 ，
以往晚上 9 点后， 孩子发烧只能看急
诊———沪上大部分公立综合医院的
儿科门诊夜间不开诊， 三大公立儿
童专科医院夜间开设急诊 。 然而 ，
孩子一般性的感冒发热、 腹泻呕吐，
绝大部分并不需要急诊， 儿内科门
诊其实更 “对口”。

据院方介绍， 前两晚的夜门诊
就诊患儿以 6 岁以内的学龄前儿童
居多 ， 80%以上的就诊患儿症状为
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高热、 咳嗽和
喘息， 其他主要是因为饮食不当等
引起的腹泻。

根据家长需求， 浦滨儿童医院表
示后续将陆续推出其他专科的夜间时
段门诊， 比如儿童家庭需求量很高的
耳鼻咽喉科、 皮肤科、 普外科等专科
门诊。

（综合 《文汇报》《浦东时报》）

■给您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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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江华瑶族
自治县的医疗卫生事业经过几
代卫生人的不懈努力 ， 实现了
53 万瑶汉同胞享有基本医疗卫
生保障的宏伟目标 ， 基本上满
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
健康服务需求， 全县整体医疗
服务规模、 环境、 条件、 水平和
能力明显改善和提高， 人民健康
得到保障， 卫生事业得到发展，
政府得到民心。

医疗服务体系覆盖全境
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江华，

交通闭塞， 医药奇缺， 瘟疫肆虐
猖獗， 人民饱受疾痛， 全县多数
医疗卫生机构仍然由凉亭、 古庙
改建或租用民房开展诊疗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医
疗卫生机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 如同雨后春笋， 遍布千里大
瑶山， 缺医少药状况逐渐改善。
截至 2018 年 6 月， 江华拥有各
类注册医疗机构 393 家。 其中县
级医疗机构 5 个、 公共卫生服务
机构 20 个、 乡镇 （中心） 卫生
院 19 所。 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工
作人员 3020 名， 拥有各类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 2374 人 ， 执业
（助理） 医师 940 人， 注册护士
858 人 ， 全县总床位 3057 张 。
基本形成了以县级医疗卫生机
构为中心， 乡镇卫生院为枢纽，
村卫生室为网底， 民营医疗机

构为补充， 覆盖全县的优质高效智
慧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健康保障水平全面提升
改革开放 40 年间， 江华瑶族

自治县各级医疗机构紧扣 “科技兴
院、 人才兴医、 诚信服务” 发展主
题， 不断引进新疗法、 新技术、 新
设备， 中医、 西医、 中西医结合，
瑶医瑶药齐头并进 ， 通过持续加
大基础建设和改善就医环境及条
件， 特别是远程会诊、 分级诊疗、
医联体信息化资源共享等高端医
疗设备和技术的广泛运用， 在解
除病患疾苦，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发展、 维护广大人民身体健康等
方 面 起 到 积 极 作 用 。 据 统 计 ，
2018 年 6 月， 江华县级医疗机构
仅门诊承载总量就高达 137786 人
次， 住院治疗 13693 人次。

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江华从 2009 年开始实施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至今共 14 类，
在促进居民健康意识提高和不良
生活方式的改变， 逐步树立自我
健康管理理念 ， 减少主要健康危
险因素， 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慢
性病的发生和流行， 提高居民健
康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
用。 截至 2018 年 7 月， 江华县共
成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87 个， 完
成签约 17 万人。 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11.57 万人。

2007 年江华实施新型农村医

疗合作至今， 实现基本覆盖全县
农村居民。 先后 8 次提高个人筹
资标准、 9 次对实施方案、 补偿标
准作出合理性调整， 特别是贫困
人口 “先诊疗、 后付费”、 计生特
殊家庭成员 93 种重病大病住院护
理补贴等扶贫政策的精准实施 ，
有效提高了贫困人口住院报账比
率， 减轻了农民经济负担。

中医瑶医药
得到保护传承和发展
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 政府

历来注重少数民族瑶医药的研究
与挖掘 ， 合理运用于现代医疗 、
预防、 保健领域。 2001 年， 江华
中医院 、 中医药研究所研制的
“瑶山神茶” 在 “2001 年香港国际
传统医药新产品博览会” 上获金
奖。 2011 年 7 月 22 日， 成立中国
第一个瑶医药学会， 将各医疗单
位和民间个体诊所、 卫生室对瑶
医药的分散应用， 聚集在瑶医药
学会之下进行系统研发。 2017 年
6 月， 成立县瑶医药研究所， 对瑶
医药研发与运用进行细化分类管
理 。 2017 年～2018 年 ， 连续两年
成功举办 “中国·江华瑶医药节”，
扩大了对外交流， 提升了江华瑶
医药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为了瑶乡人民的健康
本报通讯员 许红亮

������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梅岭镇
立新村是一个典型的偏远山村，
为了让村里低年级的孩子能够就
近读书， 身患残疾的高自仁在山
区的立新学校讲台上一站就是 41
年。 图为 9 月 3 日， 午饭开饭前，
高自仁帮助孩子们洗手。

（新华社， 彭昭之/摄）

������对于不爱打扫卫生的人来说， 这
似乎是一个可以继续懒惰下去的好理
由———搞卫生可能会感染一种让肺出
现空洞的细菌。

今年 64 岁的杭州人老王平日身
体很棒， 连感冒都很少发生。 不久
前， 老王突然发起烧来， 随后还出现
了咳嗽， 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发现， 其两肺都
有感染性病变， 怀疑是重症肺炎。 然
而， 经过常规肺炎治疗， 老王的病情
还是不见好转， 甚至不得不用上人工
肺来替代自己的肺功能， 并转至重症
监护室 （ICU）。 这种状况让该院 ICU
主任胡炜感到非常疑惑。

最终， 引发老王凶险病情的祸首
还是被揪了出来———曲霉菌。 也就是
说， 老王得的不是普通的肺炎， 而是
用常规抗菌药不起作用的曲霉菌肺
炎。 而感染源竟是老王和老伴在一周
前进行的大扫除中清理出来的废旧物
品。 在找到了缘由后， 医生调整了治
疗方案， 老王的病情也日渐好转。

老王死里逃生的经历并非个例，
胡炜说他们每年都会接诊数例曲霉菌
肺炎患者。 曲霉菌广泛存在于自然
界， 如果大量吸入就可能导致曲霉菌
肺炎。 胡炜提醒， 在搬家或是清理陈
旧物品时戴上口罩是种有效的防护手
段。 该院呼吸内科主任王利民表示，
对于肺炎尚无针对性的预防手段， 合
理膳食、 适量运动， 提高自身免疫力
是根本。 一旦出现症状及时就医， 接
受规范的治疗才能把对身体的伤害降
到最低。
（《钱江晚报》 9.1， 何丽娜、 张颖颖 /文）

一次大扫除
差点丢了命

“拄拐老师”
坚守山区讲台 41年

女子将丈夫精子和情人的“调包”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