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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我们以“5 月 1 日 -7 日，肝病病

人免费查肝北京专家免费会诊”为题，报道

了由亚太肝病研究学会倡导发起、 亚洲 30

余个国家一起参与的迎接 2011年“5.19 世

界肝炎日”活动启动。

根据亚太肝病研究学会的组织号召，5

月 1 日起，我国卫生部门将指定 31 所大型

三甲医院为民众提供公益体检。 每个省会

城市选择一家大型三甲医院为定点免费

体检单位，大小三阳、丙肝、脂肪肝、肝硬

化、肝肿瘤患者在活动期间内，都可以前

往参加 B 超（肝胆脾）、肝功能、乙肝五项

免费复查。

免费体检查肝硬化

据亚太肝病研究学会总干事介绍，肝

炎在全球是常见病、多发病，尤其以在亚洲

国家和欧洲国家发病率最高。 包括中国、日

本、印度、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都是肝炎

高发区，特别是各种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

病、脂肪肝以及自身免疫性肝病等，其终末

期表现为肝硬化或肝癌。

如何了解乙肝有没有变肝硬化？ 据了

解，除了采取生化检查外，B 超检查也是一

项重要的检查。 对肝硬化及门静脉高压症

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如果 B 超显示肝内回

声增强，分布不均匀，肝脏肿大，实质回声

致密一般都是肝硬化早期症状； 晚期则肝

脏缩小，肝脏表面凹凸不平，呈结节状。 B

超检查门脉高压症时可见门静脉、 脾静脉

直径增宽，有腹水时可发现液性暗区。

对于脂肪肝， 其临床表现和实验室

检查都缺少特异性， 故 B 超成了诊断本

病的金指标。 脂肪肝 B 超检查可见肝实

质呈微细致密的强反射光点， 深部组织

回升减弱。 超声对重度脂肪肝的诊断率

达 95％。

最后，B 超也是肝癌的首选检查手段，

广泛用于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日常随访中。

肝癌的 B 超检查在声像图上表现为周围

有明显反射光点、光团、光带的癌瘤实性

暗区。

北京上海肝病专家来长沙会诊

根据国家卫生部门规定， 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洪山路 1 号的 163 医院是我省唯一

定点医院。 目前，由于报名参与免费查肝的

市民较多，医院采取了电话预约报名方式，

这样可以保证良好的就医秩序， 到院也不

用排队等待较长时间。

同时，特派肝病专家、北京佑安医院传

染科主任王贞彪教授； 上海武警医院原传

染科主任龚守军教授在 5 月 1 日至 7 日期

间，将亲临 163 医院，为广大肝病患者全程

免费会诊。

采访最后，163 院肝病科肖清华主任

介绍说， 春夏交替季节是肝病的高复发

阶段。 而饮食不卫生、性接触、母婴传播

都是造成肝炎病毒交叉感染的主要途

径， 许多人群感染后甚至不知不觉中酿

成后患。 她还认为，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和

生活方式都非常不利于肝脏健康， 熬夜

是家常便饭，加班、半夜看电视、通宵卡

拉 OK 等， 都影响情绪的稳定与平静，直

接危害着肝脏健康。

据介绍，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市民都可

以参与免费肝病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家族成员有肝病史者；

2.夫妻双方有一方确诊为肝病患者；

3.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肝病患者；

4.长期与肝病患者接触者；

5.经常在不同公共场合饮食、应酬者；

6.长期与不同异性亲密接触者；

7.怀疑感染肝病病毒者；

8.长期关节酸痛、伴有疲乏、食欲不振、

厌油、肝区不适、恶心呕吐、低热、浓茶样

尿、灰白便、瘙痒者。

电话预约免费体检

北京上海大医院专家来长沙会诊

采用先报名先优先原则，免费体检项目包括 B超（肝胆脾）、肝功能、乙肝五项。 5 月 1 日 -7 日，北京、上海权威肝病专家也将亲

临长沙参与会诊，咨询、预约电话：0731-88681163。

特别提示：

小编在此提醒，今日起，市民需先向医

院预约，预约当日凭预约号再到 163 医院方

可参与免费体检和北京、上海肝病专家免费

会诊，采用先报名先优先原则。

被营救上岸时已休克

27日上午10时许， 跳桥的妇女

已被消防队员和民警合力救起，然

而， 橘子洲大桥由东往西东段的人

行道上依然被堵得水泄不通， 围观

者还在议论着刚刚的惊悚一幕。

事发时， 打来热线的张先生正

好骑电动车与跳桥的妇女“擦身而

过”，“她40来岁，偏瘦，就四五秒的

时间，她翻过栏杆就坠下去了。”张先

生报警的时间是上午9时15分。“她

掉下去以后先是沉到水里， 过了一

会儿又浮了上来，手不停扑腾，身体

慢慢往北漂。” 张先生说：“我猜她心

里是不想死的。”

接警后， 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水警大队民警和长沙市消防支队

水上中队战士先后赶到了现场。长

沙市消防支队水上中队指导员渠峰

介绍， 他们是在橘子洲大桥北面约

300米远的水域将跳桥妇女营救上

岸的。“当时她已经休克。”

水上救援，拨打119也行

获救后，妇女被民警送往长沙市

第一医院进行抢救。 上午11时30分

许， 跳桥妇女从抢救室转到了监护

室，其子女在一旁陪护，但不愿就母

亲跳桥一事细说。

长沙市交警支队岳麓大队三中

队的张警官说，事发后，由东往西过

河的电动车司机和行人统统堵在桥

上看热闹， 造成人行道大面积拥堵。

渠峰说，一般来说，市民在遇到跳桥

的突发事件时，会习惯性地拨打110

报警。“其实，市民也可以拨打119报

警，我们水上中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

营救，以免贻误救援。”

（市民张先生提供线索，奖励50元）

她跳下橘子洲大桥，漂300米获救

消防水上中队：遇到跳桥也可拨119求援 律师：跳桥行为若扰乱公共秩序或被拘留

长沙市民张先生4月27日来电：刚刚有个女的从橘子洲大桥上跳下去了，

现在水警正在营救她，听说她在这个桥上跳了几次了，不晓得有什么想不开的

事。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陈芳

长沙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长沙警事”上说，4月25日下午1时许，一名23岁的

益阳籍女子在橘子洲大桥西段桥岸边缓慢向江中走去，引发了过往行人驻足

围观。长沙市治安支队水警大队民警劝说了40多分钟才将其解救上岸。

民警表示，这样的突发事件不仅会造成交通的拥堵，而且很有可能引发

围观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陈平凡律师说，如果人们借

跳楼或跳桥以达到个人目的，并造成了交通拥堵或交通事故，即扰乱了社会

公共秩序，警方可依据《治安处罚法》对其予以罚款或拘留。“但针对感情问题

引发的自杀事件，还是应该从心理疏导上对跳桥者进行安慰和劝导。”

跳桥扰乱公共秩序或被拘留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

公安局了解到，4月25日驾驶水泥罐车撞

死5人的犯罪嫌疑人李成刚，因涉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开福区检察院

批准逮捕。

2011年4月25日上午， 李成刚（男，

33岁，望城县人）驾驶湘A73015水泥罐

车在长沙市开福区万家丽北路一工地

内，倒车时撞上一斗车发生纠纷，双方协

商未果。李成刚因感觉自己被人欺负，于

是产生了开车撞人泄愤的念头。11时许，

李成刚驾驶湘A73015水泥罐车离开现

场，从万家丽北路至左家塘，沿途撞倒11

人， 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33台汽车不

同程度受损。随后，李成刚在左家塘被雨

花区交警大队民警及左家塘派出所民警

抓获，并被警方刑事拘留。

■记者 虢灿 龚化

驾驶水泥罐车肇事者李成刚被批捕

4月27日上午， 长沙高桥皮具装饰城1栋1单元5楼的太一茶楼开业，9

点多钟，茶楼在楼下放礼花鞭炮，礼花冲上23楼，点燃了2302房晒在阳台

上的棉被，引起火灾。2302的住户不在，四名保安轮流用脚使劲踢，才将防

盗门踹开，赶在消防队员来之前将火扑灭，但房子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段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龚磊 虢灿 实习生 刘时花 摄影报道

5楼开业放礼炮，点燃23楼邻居家

律师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