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避“毕业季”压力

中山大学一硕士生
在寝室自缢身亡

16日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文物与博物馆专
业 2012 级硕士研究生蔡洁挺在宿舍内自缢身
亡，死者在遗书中称，毕业论文、找工作困难重重，
无颜面对家人。

17 日上午，中山大学官方微博确认称，16 日
晚，该校历史学系一学生于校内身亡，学校相关老
师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并通知了学生家长，目前警
方已初步排除他杀。

有中山大学的学生表示， 目前正是提交论文
的阶段，事件可能与毕业事宜相关。 还有学生说，
研究生一般各自都很忙，见面时间都很少，更别谈
互相交流了。 记者也了解到，死者在遗书中自称，
毕业论文、找工作困难重重，无颜面对家人。

学生以轻率自杀来逃避“毕业季”压力，这
已经不是第一例。 据公开报道，2003 年 4 月，北
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刘某跳楼死亡，遗书称
硕士毕业论文的开题做得不理想， 学习压力太
大；2006 年 10 月， 华中农业大学一研究生在学
校公共浴室内割颈动脉自杀， 原因系其导师在国
外不能参加他的答辩等一些程序上的工作， 被学
校研究生处延迟毕业而想不开；2009 年 6 月，北
大新闻学院研究生贾昊跳楼殒命， 工作机会频繁
被各种“关系”奇怪刷掉，贾昊对读博和工作前途
很失望。

本应头顶光环的学子， 却在心灵的困厄下不
幸陨落，不少网友对此唏嘘感叹。

高校自杀案近来频频见诸报端， 站在金字塔
尖的精英们为何如此轻率地放弃生命？专家表示，
学业、就业、情感等压力压垮了不少心理脆弱的大
学生， 其背后更反映出责任教育缺失等中国教育
长期存在的问题，而这更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的
多维努力，才能筑起坚实的生命防线。

（新华社广州 4 月 18 日专电）

东莞一工程师“过劳死”
一个月加班 190个小时
吃饭不超过 15分钟

新华社广州 4 月 18 日专电（记者田建川、刘
宏宇）一个月加班时间 190 个小时，中餐和晚饭
时间平均不超过 15 分钟。 在连续一年的持续高
强度加班后，33 岁的冲模设计工程师刘先军猝死
在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出租屋内。

17日，刘先军年迈的父母和妻子哭倒在东莞
市德创实业有限公司的门前， 希望为逝者讨回一
个公道。 自 9日逝者家属从江西上饶的老家赶到
东莞，目前仍未和公司交涉出任何结果。 而此时，
刘先军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 10天。

刘先军的十几个大学同学从全国各地赶来，
希望能为逝者家属做点什么。 大学时曾睡在刘先
军上铺的同学张贤亮（化名）非常不解，一个体格
好且性格开朗的好同学，怎么说没了就没了。

张贤亮告诉记者， 刘先军生前住在长安镇乌
沙社区锦厦旧村的一间出租屋内。监控录像显示，
自 6 日上午刘先军进到房间之后就一直没出来，
直到 9 日被发现惨死在地板上。 报警后，警方经
查验尸体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 经医学鉴定，死
因为猝死。

“他是累死的，往死里加班谁都受不了。 ”刘
先军的哥哥刘兴国说。

记者查阅刘先军的工资条发现， 刘先军死前
一个月即 3月份的加班时间为 189.5个小时，其中
工作日加班 85.5个小时，周末加班 103个小时。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刘先军的中晚餐吃饭时
间均不超过 15分钟。记者在刘先军 4月 1日至 3
日的打卡考勤表上看到，连续三天均如此。 其中，
1 日吃晚饭时间为 13 分钟，3 日吃中饭时间为 9
分钟。

“正是进厂后连续一年的持续加班导致的，
这是典型的过劳死！ ”张贤亮说。

2014年 4月 19日 星期六A04 值班主任： 黄娟 主编： 杨帆 美编： 许丽综合中国新闻

■■■■■ ■■■■■ ■■■■■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韩洁、高立）财政部
18日公开的今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显
示，2014 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71.51
亿元，这一数据与去年执行数略有下降，比去年年初预算
减少 8.18亿元，下降 10.3％。

财政部 18日向社会公开了中央本级 2013年“三公
经费”预算执行和 2014年预算安排情况。据悉，同一天，
中央部门也要向社会公开各自的 2014 年部门预算和
“三公”经费预算。

数据显示，2014 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
预算 71.51 亿元中，因公出国（境）费 19.76 亿元，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41.27 亿元 （其中， 公务车购置费
6.63 亿元， 公务车运行费 34.64 亿元）， 公务接待费
10.48亿元。

此外，中央本级 201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执
行数为 71.54亿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6.92亿元，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42.53亿元，公务接待费 12.09亿元。

与 2013年预算执行数相比，2014年中央本级“三公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少 0.03亿元，下降 0.04％。 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增加 2.84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减
少 1.26亿元，公务接待费减少 1.61亿元。财政部表示，因公
出国（境）费增加，主要受出国（境）费标准调整、出访任务
增多、参加国际赛事等因素影响。

与 2013 年年初预算相比， 中央本级 2013 年 “三
公”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执行数减少 8.15 亿元， 下降
10.2％。 与 2012年决算相比，中央本级 2013年“三公”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执行数减少 2.71亿元，下降 3.6％。

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指出，去年中央本级“三
公”经费实际支出大幅减少，主要由于各部门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有关要求，主动压缩了“三公”
经费支出。

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中央单位统一按 5％比例压减一般性支出， 中央部门机
关本级“三公”经费执行数比上年决算下降了 35％。

今年“三公”经费预算
71.51亿元
比去年预算降 10.3％

关注中央本级“三公”预算公开

荩出国费 19.76
亿元 , 比去年增加
2.84亿元

荩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 41.27 亿
元，减少 1.26亿元

荩公务接待费
10.48 亿 元 , 减 少
1.61亿元

财政部进一步规范
电话销售彩票管理

未经批准不得开展
电话销售彩票业务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记者高
立、韩洁）财政部 18 日发布消息，为规
范电话销售彩票行为， 维护彩票市场秩
序，促进彩票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财政部
近日修订并印发了《电话销售彩票管理
暂行办法》。

电话销售彩票是指利用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通过短信、语音、客户端等方式
销售彩票。

办法指出，福利彩票销售机构、体育
彩票销售机构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电话
销售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业务的具体实
施工作。 未经财政部批准， 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开展电话销售彩票业务。

同时， 彩票销售机构可以委托单位
开展电话代理销售彩票业务。 电话代销
者应当具备一定条件， 包括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 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0 万元人
民币； 有符合要求的场所和安全保障措
施；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和
风险管理措施； 单位及其高级管理人员
近五年内无犯罪记录和不良商业信用记
录；取得相关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办法， 彩票购买者利用电话购
买彩票，应当注册开设投注账户。投注账
户信息包括彩票购买者姓名、 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银行借记卡账号、注册电话号
码、归属行政区域等。每个有效身份证件
仅限注册一个电话销售彩票投注账户。

为了确保电话销售彩票过程中的资
金安全， 办法要求彩票销售机构应当及
时划转、结算彩票购买者的投注资金，。

此外，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
和电话代销者应当妥善保管彩票购买者
投注账户信息， 并对彩票购买者个人信
息进行保密。 同时， 禁止为未成年人开
设投注账户，不得向未成年人兑奖。

办法自 2014年 4月 1日起施行。

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

我国将建立分级诊疗模式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吕

诺）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国务
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年 18 日说，
我国将综合运用医保、 价格等手段，推
动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的就医秩序。

建立分级诊疗模式， 有利于降低群
众就医费用，减轻千里奔波之苦。梁万年
当日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说， 要推进

基层首诊负责制，建立健全分级诊疗、双
向转诊制度， 增强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
协调性。 加强上下联动，完善对口支援政
策。 要加快推进全科医生和居民的契约
服务试点。要积极开展宣传教育，让群众
逐步养成“小病到基层”的意识和习惯。

他说，为了让患者愿意在基层医疗机
构就医， 要通过医联体技术合作、 人才流
动、 管理支持等多种方式推动建立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 县级公立医院和城市大医院
之间分工协作机制， 促进优质资源有序纵
向流动。要全面落实城市三级医院对口支
援县医院制度，提高县级公立医院的技术
和管理水平。县级公立医院要加强对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乡镇中心卫生院的
技术帮扶指导和人员培训， 健全向乡镇卫
生院轮换派驻骨干医师制度。

针对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 分布

失衡、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梁万年说，要加
强规划指导， 以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研
究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
划，按人口分布和流动趋势调整医疗机构
资源布局与结构， 合理确定公立医院功
能、数量、规模、结构和布局，遏制公立医
院盲目无序扩张，同时切实保障边远地区
等区域的医疗服务需求，新增医疗卫生资
源重点投向农村和城市社区等薄弱环节。

4 月 18 日拍摄的一批准备销毁的
非法枪支和管制刀具。

当日， 上海警方集中销毁一批在缉
枪治爆专项行动中收缴的非法枪支和管
制刀具。 2014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共
收缴各类枪支 258 支、仿真枪 905 支、
管制刀具 902把、子弹 19万余发。

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

上海:
集中销毁收缴的

非法枪支和管制刀具

防癌体检查什么？
专家为您量身定制筛查菜单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吕
诺）通过定期体检及早发现癌症的蛛丝
马迹，无疑会使治愈率大大提高。 如何
从繁多的体检项目中作出明智之选？
肿瘤防治宣传周之际，著名肿瘤专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
凯给出了筛查建议。

针对常见多发肿瘤
制定基本菜单

据权威部门和机构最新调查统计，
2010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居第一位的
是肺癌，其次为女性乳腺癌、胃癌、肝癌
和食管癌等。

石远凯建议，首先应针对上述常见
多发肿瘤制定基本菜单。 比如， 对肺、
肝等实性脏器进行影像学或超声检查，
对胃、 肠等空腔脏器进行内镜检查，对

乳腺、甲状腺等进行超声检查。

癌症高危人群
体检需“加餐”

石远凯说， 具有肿瘤相关慢性病、
烟酒嗜好、职业暴露以及家族遗传因素
的人，都属于癌症高危群体，应增加相
应的防癌筛查项目。

他举例说，具有消化道病史或长期
饮酒者，应增加消化道造影、胃肠镜检
查； 重度吸烟者应做肺部薄层螺旋
CT；身体某个部位长期不适，也应进行
相关检查。

排查病毒感染
预防癌前病变

石远凯说，一些病毒的感染，容易

导致癌前病变。 例如，乙肝病毒对于肝
癌、HPV病毒对于宫颈癌、幽门螺杆菌
对于胃癌、EB 病毒对于鼻咽癌， 都是
高危因素。 通过相关检查早期发现和
治疗这类感染，将大大降低致癌几率。

他介绍，幽门螺杆菌感染可以服用
药物治疗，乙肝可以通过注射疫苗有效
预防，HPV 病毒已经有疫苗但尚未在
国内批准使用。

肿瘤标志物检查
应纳入升级菜单

恶性肿瘤发病率在 40 岁以后明
显上升。石远凯说，40岁以上人群应该
把 AFP、CEA、PSA、CA125、CA153、
CA199 等肿瘤标志物检查纳入防癌体
检菜单。

石远凯说， 肿瘤的诊断要看病理，

肿瘤标志物检查通常作为判定肿瘤治
疗效果和监测病情变化的辅助指标。但
是， 如果体检中发现肿瘤标志物呈阳
性，一定要复查。 其一过性的升高意义
不大，若持续增高或居高不下，则必须
提高警惕，做相关检查寻找原因。

基因检测
不宜作为早诊手段
石远凯不推荐将基因检测列入体

检菜单。他说，基因检测可以指导临床，
例如， 肺腺癌患者有无 EGFR 基因突
变， 可作为能否开展靶向治疗的依据。
但是，基因检测不适合作为早诊手段。

石远凯说，基因突变只是肿瘤复杂
病因中的一种，即使发现人体某些基因
对某些癌症存在易感性，也无法判定其
必然患病。

不满意值夜班医生处置速度

患者方将男护士
打成颈部关节半脱位

新华社广州 4 月 18 日专电（记者刘宏宇）日
前， 广东廉江市人民医院发生的袭医事件引发社
会关注，因不满意该院值夜班医生的处置速度，患
者方将一名男护士打成颈部关节半脱位。 记者在
调查中发现，目前医院的“后半夜医疗安全”问题
已成为一大“盲点”，亟待引起重视。

据广东廉江市人民医院 17 日通报称，4 月
14 日凌晨 1 时 35 分，17 岁女患者李某因额部挫
裂伤，由三男三女护送来该院急诊，值班护士洪思
丽立即接诊护送入外科处置室， 并初步进行消毒
包扎伤口，伤口无渗血。 洪思丽告诉患者，当晚唯
一的值班外科医生黄江平正在隔离清创室为一外
伤病人进行清创、缝针，稍等几分钟就可以为李某
进行缝合手术。

医院方面称，过了两三分钟，患者及其朋友的
情绪就十分激动，在处置室开始叫骂。正在值班的
另一名男护士罗世武看此形势， 急忙走进清创室
了解医生手术完成情况， 又来到处置室向患者及
其朋友解释：医生手术就快完成，请再等等。 可话
音未落，患者的朋友突然对罗世武出力推了一掌，
使毫无防备的罗世武差点摔倒在地， 接着两人对
罗世武便是一顿拳打脚踢。

目前，罗世武已在该院骨二科住院治疗，病情
稳定，经法医会诊，诊断为：“寰枢关节右侧旋转
半脱位；颈背部软组织挫伤。 ”

记者从廉江市警方获悉， 殴打护士罗世武的
两名男子已被拘留， 目前该案将按刑事案件依法
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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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吕
诺）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司长、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年 18
日说，下一步将积极推进包括国有企业
所办医疗机构在内的公立医院改制试
点， 在此过程中要防止 “一哄而上”
“一卖了之”。

梁万年当日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

时说，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公立医院资源丰
富的城市，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所办医
疗机构改制试点，国家确定部分地区进
行公立医院改制试点。 在推进公立医
院改制试点中，应明确改制目标，把握
好改革力度和节奏，根据区域卫生规划
要求开展试点工作。

他说， 要切实落实政府办医责任，
明确公立医疗机构数量、规模和布局，
坚持公立医疗机构面向城乡居民提供
基本医疗服务的主导地位，鼓励各地采
取托管、 合作等多种形式开展改制工
作。

梁万年提出， 要规范改制程序，切
实保障国有资产和职工合法权益。 要

认真制定、审批改制方案，规范开展清
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妥善做
好人员安置，择优选择受让方，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确保社会稳定。

他强调，要加强改制后的监管和引
导工作。 落实社会办医各项优惠政策，
引导改制后医疗机构向高水平、规模化
方向发展，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

国务院医改办：

公立医院改制试点
防止“一哄而上”“一卖了之”

4月 17日，家长在上海市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内排队取药。

4 月 16 日，上海成立“复旦大学儿
科医疗联合体”， 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妇产科医院、金山医院等在内的
9所医疗机构构建网络，在医疗质量、医
疗服务、学科建设、信息共享等方面全面
合作，方便儿童就近获得“高水平、同质
化”诊疗服务。

联合体在整合复旦大学内部儿科资
源基础上， 将辐射区域内其他中小儿科
机构， 进一步盘活上海全市儿科资源存
量、提高质量。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缓解儿科看病难

上海 9所医院
成立联合体

医改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