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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日， 火爆朋友圈的 “45
度让路法” 在四川成都上演真实
版。 当时， 一辆转运危重病人的救
护车在路上遇堵， 前方车辆全都自
觉向两旁 45 度移动， 中间让出了
一条 “生命通道”。 最终， 3 公里
左右的路程， 救护车只用了不到 4
分钟就穿行而过。 对此， 网友们纷
纷表示 “为生命让出通道， 值得赞
赏！”

网友 “研玲” 表示， 45 度让
路法刷屏并不偶然， 敬畏生命正成
为大众的价值共识。 不占用应急车
道， 本是法治常识， 而主动避让救
护车， 则彰显对生命的呵护。 “与
人方便， 自己方便”， 为救护车让
行， 就是为生命让行。

网友 “火星大魔王” 认为， 生
命至上， 特种车辆都是在救命， 为
了生命， 扣分扣款真的不值什么！
换位思考， 当我们遇到危急的时
候， 是不是也希望有一条绿色的生
命通道？ 当大家形成这样的意识
时， 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也都多了一
重保障。

也有网友表示疑惑， 45 度让
路法刷屏， 它真的可行吗？ 有着
17 年急救车驾龄的镇江 120 车务
科副科长印磊说， 工作中自己遇过
主动避让救护车的车主。 在他看
来， 朋友圈、 抖音、 微博等疯传的
“45 度让路法” 动画小视频， 只要
在道路条件允许、 注意其后车距是
科学的。

“车辆避让 45 度角， 可以给
救护车让出一条通道， 在实践操作
中也是可以实现的。” 印磊表示，
对救护车驾驶员而言， 这样的让路
方式肯定是很好的。 “危急关头如
果有这样一条生命通道让出来， 使
得救护车能尽快通过拥堵路段， 也
可以让病人得到最及时的治疗。”
同时， 在印磊看来， 主动避让急救
车辆， 还需要新闻媒体和交管部门
多去宣传和引导， 让驾驶员有意识
地去做。

而此次朋友圈疯转这个 “45
度让路法” 动画小视频， 无疑是一
次非常好的爱心急救的 “普及”。

从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动作是否

标准， 到 “45 度让路法” 刷屏朋
友圈， 体现了公众对院外急救话题
的持续关注。 这也是全社会公共卫
生意识提升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健
康中国行动的国家战略中， 提升公
共卫生服务的响应能力是最主要的
维度之一， 这需要不断提升全民的
公卫意识。 而意识的提升， 就从这
一件件公卫突发事件中的闪光点而
来。

来源： 健康界综合
作者： 梨子 （整理）

������近日有媒体报道， 南宁市第二
人民医院设置了安检门。 看病前，
患者需要先接受安检。 安检门设立
的第一天， 就查获各类刀具十多
把。

就医院是否设立 “安检门” 之
事， 许多人都曾提出过建议， 但这
一建议始终没能落地， 今天终于露
面了， 从当下来看， 这一举措是非
常有必要的。

这是符合医院特点之举。 社会
转型期， 由于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
医疗资源供需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够健全， 加之某
些地方医改进程严重滞后， 医疗服
务涉人之生老病死又特别容易牵动
人们的神经， 因而在医院， 无论是
矛盾的发生频率还是其激烈程度，
都远远高出于其他领域。 从一定意
义上讲， 医务人员遭受的暴力袭
击， 是为整个改革所付出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包括设立 “安
检门”、 强化保安力量配置和报警
系统完善等措施， 来保护医务人员
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同时更保
护患者有一个安静祥和的诊疗环
境， 无疑是极有必要之举。

这是符合民意之举。 医院设立
“安检门” 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此前许多专家就此频频呼吁， 说坊
间对此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医务人
员和受 “医闹” 干扰的患者更是多
次就此建言请求。 另一方面， 单从
网上投票来看， 比如凤凰网近来举
行的 “你支持医院 ‘先安检， 再看
病 ’ 吗 ” 的民意调查显示 ， 9831
人参与投票， 其中支持者为 7029
票， 占 71.5%， 充分彰显了主流民
意。

这也是需要继续完善之举。 医
院是人员密集型和矛盾密集型单
位， 设立 “安检门” 只是一个具体
举措而已。 且这种具体举措， 也要
有相应的措施与之相配套 。 比如
“安检门” 的位置设置， 比如在人
员高峰期如何进行疏导， 发现带违
禁品进入的人如何现场处置， 如何
做到点面结合消灭死角等等， 所有
这些， 都需要在仔细考察的基础上
制定相应的方案来跟进， 都需要取
得有关方的密切配合。

最后还有一个理性进行舆论引
导的问题。 从凤凰网调查数据来
看， 不支持此举者尽管是少数， 但
也占总数的 28.5%之多。 据了解，
在反对意见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观点就是所谓 “安检门” 治标不治
本。 不仅在这个问题上， 在其它许
多问题上， 也常有以此理由来质疑
某些具体改革举措者。

其实这种论点貌似深刻， 但却
经不起最起码的逻辑检验———连
“标” 都不治， 何来 “治本”？

作者： 王秀华 来源： 健康界

�������世界名画大家都不陌生， 米开朗基罗毕加索达
芬奇梵高伦勃朗……如果这些画家都是医生的话，
世界名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当医生成了画家，
世界名画居然变成这样！

�������画中女医学生
以手托腮， 在微暗
的台灯下光线下陷
入沉思， 她在为自
己平时没努力学习
的罪忏悔。 膝上的
骷髅， 是她为了学
习解剖在淘宝买的
模型， 提醒自己学
习解剖， 除了死记
硬背， 还要借助道
具， 充满了清醒、
沉静和反省。

������120 出诊， 正好接到了自己即将生产的妻
子。 近日， 这样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郑州市中
心医院高新区医院男护士刘祥达身上。

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监
护病房， 记者见到了刘祥达。 此刻， 他正徘徊
在病房外， 而病房内就住着他刚出生不久的儿
子。

“孩子患了溶血性黄疸， 现在病情已经得
到好转。” 刘祥达说。

聊起那天出诊的事 ， 刘祥达笑了起来 ，
“真没想到， 真的太巧了”。

刘祥达回忆， 当日晚上 10 点多， 他正在
上夜班， 在接诊返回医院的途中， 突然接到妻
子打来的电话， 说肚子疼， 感觉可能要临产
了。

“当时可自责了， 心情很崩溃， 正在上班
无法回家， 父母又不在身边。” 刘祥达说。 无
奈， 他一边安慰妻子， 一边让其坚持一下再看
看， 不行就打 120。

就在刘祥达返回医院把病人安顿好后， 马
上又接到下一个急诊任务， 他看了看出诊信
息， 地址是他们小区。

“当时心里在想， 会不会是我妻子打来的
电话。” 刘祥达说， 到了小区之后， 他确认是
妻子打的 120。

接上妻子回到医院， 母子平安， 刘祥达一
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了。 刘祥达说， 见到妻
子的一瞬间， 竟然激动得差点落泪。

因为妻子是第二胎， 一胎是剖腹产， 孕检
时医生告知她的子宫壁非常薄， 有可能发生子
宫破裂大出血， 而当时家里却只有她一个人。

刘祥达觉得亏欠妻子很多。
刘祥达的妻子刘晓娜， 也是郑州市中心医

院的一名护士。 事后她在病房里说： “我家就
在医院旁边， 不需要他时时陪在身边。 同为护
士， 我懂得他肩上的责任！”

作者：封宁 来源：健康报文化频道

�������画中马格达丽
以手托腮， 在微暗
的光线下耽 于默
想， 为自己的罪忏
悔。 膝上的骷髅，
意指提醒要正视死
亡， 充满了清醒、
沉静和反省。

医院设安检门
“治标”也是必要之举“45 度让路法” 刷爆网络

尊重生命获点赞

急诊接到临产的妻子

《油灯前的马格达丽娜》 作者： 乔治·拉图尔

《台灯前的医学生》 作者： 白连夜 来源： 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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