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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 退休医生陈某在未取得个体医疗

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自己家中给人动痔疮手术，

结果造成患者张某直肠穿孔、 盆腔感染等多发

症，并落下十级伤残。 随后，苦不堪言的张某将

陈某告上法院。 不久前，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判由陈某赔偿伤者医疗费、 残疾补偿金等共

129682.14元。

俗话说：十男九痔。衡阳市农民张某多年前

就患有痔疮，很不舒服，到处寻医，却不能根治。

2010 年 6 月，有人向张某介绍说，该市有个“有

名”的痔疮医生姓陈，医术很好，花钱不多，能够

根治。 张某动了心，于同年 6 月 28 日找到陈某

家。陈某简单了解张某病情后，当天下午 1时许

对张某实施痔疮手术， 并收取张某手术费 500

元。

张某称，手术后，他到旅馆开房休息。 住了

不到一天，就感觉动手术的地方胀痛难忍。陈某

便天天来到旅馆，给他灌肠，说灌了就会好。 谁

知，第六天拆线后，他开始出血不止，陈某便带

着他到一家药店输液。

2010 年 7 月 7 日， 张某突然失去知觉，他

才被紧急送到人民医院抢救。 张某最后在医院

住院治疗 37 天，经医生诊断为：直肠肛管毁损

伤伴出血，腹膜后感染伴全腹膜炎。

张某不久出院， 花去医疗费 84299.25 元。

他不明白，“有名”的痔疮医生，咋会整出这么大

的事来？

据承办法官称，今年 63 岁的陈某是某乡镇

医院的一名退休医生。 但他在没有办理个体医

疗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家里给人看病。陈某事后

交代说，“主要是想找点外水，补贴家用。 ”

2010 年 9 月 23 日，张某将陈某告上法院。

诉讼中，张某申请因果关系鉴定，法院委托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 结论为： 张某的直肠损伤等与

“陈某实施的痔疮手术存在因果关系；伤残等级

为十级伤残。 鉴定期间，张某又在医院治疗 15

天，花去医疗费 33658.25元。

今年 5 月，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没办理

个体医疗许可证，便对张某实施痔疮手术，期间

也没做好病历记载， 对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

（80%）；张某明知陈某无证行医却去就医，对损

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20%），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温馨提示：

就张某的遭遇， 笔者走访了 163 医院肛肠

科专家，他们介绍说，市民如果出现了一些肛肠

疾病的常见症状时， 应该到大医院专业科室找

专家进行检查治疗， 千万别误信一些私人诊所

或偏方疗法，最终上当受骗。 据了解，163 医院

肛肠科在胃肠疾病诊疗方面是我省的权威机

构，通过在临床对数十万例不同类型的痔疮、肛

瘘、大肠息肉、大肠癌等病人治疗效果证实，163

医院肛肠科无论是在专家技术、治疗设备、综合

实力等方面均排名我省三甲医疗机构前列。

同时，163 医院根据国家规定“三甲医院全

面推广免费实名预约挂号服务”，开通了电话预

约挂号服务。 医院肛肠科专家预约挂号电话：

0731-88850608。

家中给人割痔疮割成肠穿孔

退休医生赔 12.9万

患者割痔疮后大出血

退休医生在家无证行医

法院判退休医生担责八成

58岁的王女士，是郴州桂东人，6年前，

患上了腰突，自此就经常腰痛，腿麻，臀部

发凉，走路也走不了多久。 几年来，因为逐

渐加重的疼痛， 她走遍了大大小小的诊所

和医院，都没能得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后来

就连下肢也开始出现短暂性无知觉。

日前，经朋友介绍，她辗转来到了湖南

省军区医院，诊断结果为，腰椎间盘突出伴

椎间管狭窄。

6年的病痛折磨， 让此时的王女士，已

经对各种腰突治疗方法，都将信将疑。 她面

对专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推拿、按摩、针灸

我都做过，但还是会反复发作。 你们的技术

能治好么，要多长时间？ ”

专家：不规范治疗，导致腰突反复发作，甚

至病情恶化

接诊王女士的湖南省军区医院骨科专

家杨主任解释说：“腰突治疗要规范， 需分

期分型对症治疗，切忌盲目跟风，病急乱投

医。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病因、病情及症状

都不尽相同，因此治疗方法也会有所差别。

比如， 别人牵引管用， 你牵引却不见得好

使，且中央型腰突和椎管狭窄患者，医学上

更是避免用牵引的。 ”

就王女士来说， 她的病由于病程长达 6

年，其突出部位已严重压迫到各路神经，普

通的保守治疗，如推拿、按摩、牵引等，都难

以见效。 而且，保守治疗只能局部改善炎症

和小关节紊乱， 不能彻底解除突出物对神

经根的机械压迫，也不能扩大狭窄的椎管，

不能“治根”，故会经常反复发作。

杨主任还告诉笔者， 一名腰突患者，如

长期得不到正规、有效的治疗，则可能会导

致偏瘫或引起功能障碍。 像王女士这种，下

肢出现短暂性无知觉症状的， 就是典型的

突出压迫到腰骶神经丛，造成的感觉障碍，

如任其发展，出现瘫痪的可能将非常大。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提防持续

性腰腿疼痛，出现不适，应尽早去正规医院

确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治疗，以

免延误病情。 ”专家为此提醒市民。

“一根针”治腰突，全程只需 20分钟

专家介绍，目前湖南省军区医院采用的

“射频靶点热凝术”， 强调以针的治疗方式，

达到开刀的治疗效果，同时又弥补了传统手

术治疗，创口大，恢复慢，并发症多等诸多不

足。 自推出以来，其治疗效果显著，现已成

功治好近千名颈腰椎病患者，颇受赞誉。

据了解，该技术是用一根 0.5 毫米的穿

刺针，直接穿刺到发病部位，进行热凝温控

治疗，能快速将突出髓核变性、凝固、收缩直

至消失，迅速减低椎间盘内压力，达到减轻

疼痛的效果，还能使纤维环组织中的胶原纤

维收缩，致使断裂处愈合，有效制止复发。

“治疗中，不用麻药，病人可清醒地跟医

生进行交流，”专家说，“精确、安全是该技术

的最大特点。 ”

“整个治疗过程花了不到 20分钟，恢复

也很快， 术后第三天， 我就基本可以出院

了。 ”王女士说，“真希望其他腰病病友能早

日采用‘一根针’治疗，早点摆脱腰突的痛

苦，享受高新技术带来的福音。 ”

专家咨询热线：0731－8582�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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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二十分钟的治疗，医生用一根针就解决了我 6年的痛苦，我怎么没早点过来...”

康复后的“腰突”老病号王女士握着湖南省军区医院骨科专家杨医生的手，激动地说。

“一根针”治腰突，全程只需 20分钟

针对日前网络报道西安外国语大

学违规选聘本科生参加高考评卷问题，

16日上午记者从陕西省教育厅了解到，

西安外国语大学对参加高考评卷的人

员进行逐一甄别， 确认有240名本科生

参加评卷工作。 该校已经采取措施，对

本科生评阅过的试题，组织评卷教师全

部重新评阅。

“2006年起就用本科生阅卷”

据媒体报道，一名本科生的求职简

历显示：陕西省一所高校至少从2006年

开始， 就使用本科生参与高考语文、英

语两门科目的阅卷，学生阅卷题目涉及

主观题。在西安某高校，本科生违规批

阅高考卷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一网友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贴吧里

留言：“昨天我听到有改卷的学生议论

改卷， 然后炫耀自己的快速改卷方式，

旁边人说，这样很容易出错的，然后那

个人说，没关系啦，也就一两分啊！听了

就来气！”记者注意到，本科生参与阅卷

消息报道后，在网上有几百条以上的转

载率。

确认有240名本科生评卷

16日上午记者从陕西省教育厅了

解到， 西安外国语大学确认有240名本

科生参加评卷工作。这些本科生负责评

阅的，主要是客观性较强的试题(如语文

选考题第一小题， 从所给的5个选项中

选择最恰当的两项；英语的单词拼写填

空题等)。

陕西省教育厅和陕西省招办表示，

西安外国语大学违反了教育部和省招

办关于高考“严禁选聘本科生参加评

卷”的规定，严重违规，必须立即整改并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同时，陕

西省教育厅和省招办要求西安外国语

大学认真做好后续评卷工作， 严密组

织，确保评卷质量。

本科生评过的卷全部重评

西安外国语大学随即召开党委会

议作出3项决定：

一是该校评卷点立即停止本科生

参加高考评卷工作；

二是凡本科生评阅过的试题，组织

评卷教师全部重新评阅，对每一个考生

负责；

三是对选聘本科生参加评卷工作

问题进行全面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包括负责评卷人员选

聘工作在内的所有相关责任人。

教育部严查陕西“本科生阅卷”

西安外国语大学组织240名本科生评阅高考卷 目前全部重新评阅

16日下午，记者致电教育部考试中心咨询此事，考试中心工作人员表

示，只负责记录记者所提供的这条信息，并将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此事。 随

后，记者又致电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高校学生司有关人士表示，教育部已得

知西安外国语大学本科生参与阅卷一事，具体问题不方便透露。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16日上午告诉记者，已第一时间要求陕西教育

部门尽快查清事实，严肃查处，确保评卷质量。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教育部表示将严查

关

注

网曝沈阳“最牛工商局长”

妻儿卖假货，局长闹报社

近日，一则题为《愤！沈阳沈河区工商

局长杨晓松醉酒到报社扬言找记者单挑，

原因是老婆和儿子开面包新语店食品问

题被曝光》的帖子在网上热传，帖子揭露

他为其子投巨资开面包店的资金来源不

明。

网帖爆料称：沈阳沈河工商局局长杨

晓松媳妇在沈阳开了一家叫“面包新语”

的店，遭遇媒体曝光之后，6月8日晚，杨晓

松妻子刘某带人大闹报社，殴打记者。6月

9日， 杨晓松本人也亲自出马， 率两车人(�

公车，不带工商标志)冲击报社，扰乱正常

办公秩序，并扬言找记者“单挑”。

发帖的网友称：“‘面包新语’ 沈阳店

于2008年注册， 注册法人姓名是杨济维，

1984年出生 ，按时间推算，注册这家店时

应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杨济维为杨局长

之子。”他还从“面包新语”上海总部得知：

加盟“面包新语”， 第一年先期投资需要

500-600万元。

这则帖子被多家网站转载后， 有网友

甚至将张晓松命名为“中国最牛工商局长”。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经调查核实，

帖中反映的杨晓松局长大闹报社、其妻子

带人打记者确有其事。记者通过多个途径

了解到，“面包新语”沈阳太原街店法人代

表确系杨晓松的儿子杨济维，这家在沈阳

堪称高档的加盟连锁店确系一次性投资

在500万元以上。身为一名公务员，年薪也

就在10万元上下， 杨晓松在儿子大学毕

业没多久就投巨资为其子创业，资金来源

确实不明。 ■据新华社

15日下午， 北京南三环木樨园桥珠江

骏景小区内，一名住在8层、独自在家的3岁

男童爬上阳台杂物堆，不慎坠出窗外，卡在7

层外挂空调机缝隙处， 孩子不停地哭喊，下

半身已经悬空了。

危急中， 楼下几名热心男子跑到7层阳

台外，几经周折合力将男童救下（见图）。

■据京华时报

男童跌落卡在空调处

众邻居冒险成功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