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杰是成都人， 他说自己无
家可归了。 因为不断阻止 78 岁
的父亲购买保健品， 1 个月前，
他被勒令不准回家。 陈杰和保健
品这场关于父母的争夺战旷日持
久， 伴随的是父母的健康每况愈
下、 家庭积蓄被掏空、 父子关系
恶化……2017 年， 陈杰成立了
成都保护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专门防止老人上当受骗， 重点是
对付保健品传销。 迄今为止， 已
有 300 多人向他求助。

3 年前， 陈杰的母亲得了脑

梗， 让她好起来， 成为父亲的执
念。 没多久， 父母在保健品上已经
花了 80 多万元。 三四年来， 陈杰
曾多次 “卧底” 保健品传销现场取
证。 他得出的结论是能阻止父母，
只有投诉到这些公司被取缔。 但投
诉也不是都管用。 部门会推诿， 处
理很漫长， 结果也许轻描淡写。

陈杰表示， “那些卖保健品的
人会反复做老年人的工作， 甚至说
一些诋毁子女的话， 就是不停洗
脑， 制造老人和子女间的矛盾， 最
常说的就是子女贪老人的钱， 巴不

得你们早点过世 。 他们培训时 ，
常说年纪越大的老人越怕死， 生
病的老人最好骗。”

这一年多， 陈杰在实战中有
一些阻击保健品的心得： 1.儿女不
要指责父母， 会让对方产生逆反
心理 。 2.在父母家里一旦发现传
单， 说明过不了几天就要买新产
品了 。 如果家里出现了新产品 ，
要赶快想办法取证。 3.要定期探望
老人， 协助老人识别骗局， 跟踪
投诉。
（《钱江晚报》 1.23， 吴朝香 /文）

■关注

������如果不是去年公司组织体
检， 王先生根本不会意识到听力
已出现问题———他患上了职业性
噪声聋。 职业性噪声聋是指劳动
者在工作场所中， 由于长期接触
噪声而发生的一种渐进性的感音
性听觉损伤。 “渐进性” 的特征让
噪声聋容易 “被忽视”， 大部分
职工都是在体检时发现患病。

在深圳某纸品公司当了 11
年普工的王先生， 去年 6 月底参
加了公司组织的员工集体体检。
看到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的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的 “职业性
轻度噪声聋” 时， 王先生懵了：
“虽然平时与人交流时， 对方声
音小了会听不清 ， 但早已习惯
了， 且车间的工友们说话声音都
比较大， 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已患
上职业病 。” 确诊为噪声聋后 ，
王先生马上被公司调离原岗位，
以免其噪声聋加重。

“职业性噪声聋并不是突然
就听不见声音的， 它是逐渐退化
的。” 同样是在体检中发现自己

患上职业性噪声聋的张军直言 ，
自己一直没有发现听力有问题 。
只是， 近 3 年来经常耳鸣， “但
我没太当一回事。”

“目前来诊断的噪声聋患者
主要是通过体检发现听力有损
害的 。”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职
业病诊断办主任何坚表示， 听力
损失早期只是高频听力损失， 对
人的生活、 工作影响不大， 平时
感知不到， 只能通过到医院检查
发现。

据了解， 目前职业性噪声聋
在深圳市职业病发病构成比中
排第一位 。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
院职业危害评价科主任周伟介
绍， 存在噪声危害的行业和工种
分布较广泛， 实际工作中噪声主
要来自机械加工业的下料、 剪切、
锻造、 冲压、 辊压、 铆接； 热电
厂的碎煤、 球磨、 汽机发电 、 司
炉 ； 水泥制造厂的破碎 、 研磨 ，
以及纺织业的纺纱 、 织造 、 制
条等工种。

“每天接触的噪声强度达到或

超过每周 5 天， 每天 8 小时的时间
加权平均 80dB （A） 时， 就是噪声
作业。 当长期在 85dB （A） 以上的
环境作业时， 对听力损伤较大， 必
须佩戴听力保护器， 以免引起职业
性噪声聋。” 何坚坦言， 噪声聋对
听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对噪声性
耳聋目前仍无特效治疗方法。 对于
确诊为噪声聋的患者就是要调离岗
位， 远离噪声作业环境， 不让听觉
系统加重损害。

“与尘肺病、 职业性化学中毒
等职业病可以通过消除作业环境的
有害物不同， 机械性噪声是客观
存在的， 通过工程控制噪声， 不
仅投入大， 且收效相对甚微。” 周
伟表示， 佩戴防护耳塞、 防护耳
罩等个人防护用品是保护听觉器
官的有效措施。 其次， 接触噪声
人员要定期做职业健康检查， 发
现听力损害要远离噪声环境。 周
伟认为， 企业要加强管理与培训，
要教工人如何正确佩戴， 并保证在
作业时全程佩戴。
（《工人日报》 1.20， 刘友婷 /文）

■给您提个醒

����� “要过年了， 请各位亲朋好友注
意防范鱼刺扎手。 出现发高烧、 伤口
肿痛厉害等症状时， 请火速到医院治
疗。” 因被鱼刺扎伤导致严重感染的
许女士， 日前在医院病床上发出这条
朋友圈。

今年 61 岁的许女士家住武汉 ，
本月 1 日晚在清洗鳝鱼时右手拇指被
扎了一下， 见伤口很小她根本没放在
心上， 不料 2 日晚 11 点多， 她在睡
梦中突发高烧， 感觉全身无力， 再看
被扎的右手拇指已变得又红又肿。

第二天许女士前往武汉市第一医
院看急诊 ， 被收入骨科病房住院治
疗。 管床医生杨林根据症状诊断她得
了类丹毒， 一种严重的细菌感染， 是
被带菌的鱼刺扎伤所致。 经过治疗，
许女士高烧已退， 用药膏外敷消炎
后， 右手拇指也已明显消肿。 “不是
亲身经历， 真不相信被鱼刺扎一下还
能引发如此严重后果。” 许女士说。

杨林介绍， 类丹毒是由类丹毒杆
菌引起的急性皮肤炎症， 不及时就医
可能全身感染， 少数人可能会有发
热、 关节痛、 多器官损害等全身症
状， 甚至危及生命。

病区护士长贺英提醒 ， 年关将
至， 好多人开始准备年货， 如不小心
被鸡、 鱼、 虾、 蟹扎到并出现红肿热
痛等症状， 应第一时间到医院明确诊
断， 尽早进行治疗。

（新华网， 1.18， 黎昌政 /文）

易被忽视的噪声聋

我和保健品的父母争夺战

������1 月 19 日， 郴州市宜章县
中医医院联合县书法协会以及
对口扶贫村共同举办“迎新春
送健康送春联活动”， 现场除了
医护人员仔细地为群众进行免
费体检外， 书法爱好者还挥毫
泼墨， 将 200 多幅充满喜庆、
吉祥、 欢乐的春联送给村民。
通讯员 李亚群 龙陆霞 摄影报道

迎新春
送健康送春联

鱼刺扎伤后
切莫大意

■医改动态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 阿里健康、
支付宝以及多家医院联合宣布， 全国
首个服务+监管为一体的互联网医院
平台在该省上线。

目前，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大一
院、 邵逸夫医院、 江干区采荷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等多家医院和社区服务中
心已首批入驻该平台。 浙江省互联网医
院平台患者端入口目前设在支付宝。
用户打开支付宝 APP， 搜索 “浙江省
互联网医院平台” 即可进入该平台。

居民登录平台后， 即可使用在线
咨询、 在线导诊、 检查检验报告网上
读取、 预约检查、 家庭医生网上签
约、 智能缴费等服务。 这其中的在线
复诊业务， 将为常见病、 慢性病患者
提供在线复诊。 慢病患者可在家与医
生进行视频复诊， 获取慢病处方， 足
不出户接受配送到家的慢病药品， 或
可到医院、 附近药店提取药品。

据悉， 平台上线后， 年内预计将
有 50 家以上医疗机构入驻或接入浙
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 为居民提供互
联网医疗健康服务。

（《杭州日报》 1.23，
柯静、 林莉、 汤颖枭 /文）

互联网医院平台上线
足不出户看病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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