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身佛”为何千年不腐？
——老工匠揭秘“肉身佛”塑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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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医大二院副院长焦军东表示，自
从医检结果互认的政策推行以来，下级
医院认同上级医院的检查结果执行比
较好，而作为上级医院，对于下级医院
的检查结果确有担心。

“比如超声检查，患者拿来了地市
级医院的超声结果，我的医生就得想一
想，如果做得不行，就要重复检查，这也

是对患者负责。”焦军东说。
当然，对重复检查的质疑也不乏“误

会”的成分。“有时候，患者认为的重复检
查，其实并非如此，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
称，难以从一张医学检查申请单上了解

检查的不同，产生误解。”黑龙江省结核
病防治院医生金龙说，如果一名患者在
甲医院做CT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然后
选择到乙医院治疗，那么乙医院的接诊医
生在问诊、读片之后，极有可能让患者再

做一次CT检查；这名患者入院做手术前，
有可能还要接受一次CT检查。第二次检
查是增强CT或高分辨薄层检查，第三次
检查是为制订手术方案提供依据。

如何做到既不影响疗效，又让患者
少花冤枉钱？黑龙江省卫计委医政处
副处长赵昱辉表示，一是构建医疗信息
服务平台，促进医院资源共享；二是将

医生的收入与检查收入分离，从根本上
改变检查提成的收入办法；三是患者多
了解自己的病情，多咨询专业医生，以
减少被重复检查的几率。

“此外，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对于重
复检查项目征求患者意见，并给予合理解
释，有助于消除患者的疑虑，增强患者就
医的满意度。”焦军东说。 （据新华社电）

应让患者少花“冤枉钱”

换一家医院照一次CT
——医疗检查结果“互认”到底有多难？

3 月 29 日，武警战士在跨江松浦大桥上
执勤。

1976年，在上海松江地区的黄浦江上，连接
铁路金山支线的松浦大桥建成通车，这也是迄今
为止上海黄浦江上唯一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双层
桥。从那时起，武警上海总队一支队官兵开始担
负大桥守护任务。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紧邻大桥
的东侧，一座崭新的铁路桥即将替代拥有40年
历史的松浦大桥。一茬茬武警官兵历经40年的
坚守，确保了大桥的安全，也见证了上海的飞速
发展。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最后的守桥兵

3月29日，公安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扑救。
当日早晨6点半左右，广东河源市源城区沿

江路丽江城商铺发生火灾。截至发稿时，火灾已
造成2人死亡。目前，火灾事故原因仍待进一步
调查。 新华社发

广东河源步行街商铺
发生火灾
造成2人死亡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记者周竟）在
非洲工作最怕啥？对杭州小伙朱矿建来
说，不是蚊虫疟疾，甚至不是埃博拉，而
是被绑架。在尼日利亚工作的29岁小
伙朱矿建遇到了被7名绑匪掳走的事
件，幸运的是，被绑3天后，他聪明地逃
脱了。

朱矿建是杭州棣森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驻尼日利亚的员工，刚去那边工作
3个月。当地时间3月23日，他遭遇了
人生中的第一次生死危机。他和公司的
法人代表徐亚静通过电话和微信向记者
讲述了惊魂3天3夜。

“那天傍晚6点左右，我和几个人正
在公司的木材堆场监装货柜。突然听到

了枪声，外面还扔进来手榴弹，由于听过
公司的警告，我很快意识到可能是有人
来抢劫绑架了。”朱矿建说，他本能地拔
腿就跑，但很快被人追上了。他看到对
方有7个人，手上有冲锋枪、手榴弹。

朱矿建感觉自己身在好莱坞大片
中，还没等回过神来，就被绑走了。随
后，朱矿建被带到了一片荒芜的丛林中，
被人拿枪推着走了好几个小时，累到走
不动时，对方给他戴上了脚镣。

“他们对我搜身，拿走了相机和手
机，并联系到了我公司老板，开口索要
1700万奈拉（约合53万元人民币）的赎
金。”朱矿建说。

徐亚静和父亲徐伟华接到电话后，

马上报了警，并向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
馆报告了此事。“生命最重要，不管多少
钱，我们肯定都要想办法去救的。”徐亚
静说，她和父母马上四处筹款。

不过公司的人很快了解到，在当地，
绑架外国人的事件时有发生，1700万奈
拉属于可以砍价的范围，一般赎金在
500万奈拉左右。于是，徐亚静和徐伟
华一边和绑匪协商一边筹款，同时警方
和大使馆也积极想办法救人。

而在另一边，朱矿建也和绑匪们周旋
着。朱矿建看到绑匪们都是20来岁的小
伙子，不算穷凶极恶，于是也稍微松了口
气。“肚子没饿着，他们特地给我吃米饭，
还买了饮料。后来我也知道，他们没有伤

害我的意图，就是想要点钱。”朱矿建说。
由于差不多是同龄人，都会讲英语，

朱矿建主动和绑匪聊天，很快就混熟了，
甚至开起了玩笑。“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停
留在功夫上，问我会不会，还让我教。”朱
矿建说，他们甚至还想让他入伙，以后一
起去绑架中国老板。

两天后，公司已经把赎金还价到了
500万奈拉。不过筹钱并不是很顺利，
由于那边银行业不发达，无法兑换到那
么多钱，只能向当地华人换钱，最后勉强
凑齐了500万奈拉。

正当双方准备“交易”时，朱矿建找
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第三天晚上，我
说脚镣太重，能不能解开，他们觉得我不

敢逃跑，就给我解开了一个。”朱矿建说，
等他们睡着以后，自己悄悄地跑了，临走
时，还拿回了相机。

没跑一会儿，绑匪们就追了过来，不
过由于天黑加上丛林茂密，他们没能找
到朱矿建，胡乱开几枪后，就往别的地方
去了。

朱矿建说，天亮后他走了两个小时终
于找到了一条路，并且遇到了骑摩托车的
当地人，就让他们带着去了警察局。

徐亚静说，他们很快接到了警察的电
话，赶去把朱矿建领了回来。

事后公司曾问朱矿建想不想回国，
而他仍觉得非洲挺好，还开玩笑说：“下
次我一定会聪明点，不让他们绑走了。”

惊魂3天3夜

杭州小伙在非洲被绑架幸运逃脱

空气水分等
或造就“不腐”
针对为何“肉身佛”千

年不腐？朱国胜通过自己
多年的经验分析，或许还是
与“肉身佛”的自身水分被
吸干，对“肉身佛”内的空气
进行了抽空等，对“肉身佛”
的防腐保存起了作用。

他解释，在缸底部铺的
石灰、木炭等，吸收了法体内
的水分，一些香料等也起到
消毒杀菌作用。把缸密封起
来，也让圆寂僧侣的“法体”
不再接触空气、水分等，让法
体有了“不腐”的可能。

他表示，在3年后出缸
的师傅法体，如没腐败，经
过3年多的水分吸收，缩水
已非常严重，有些像“木乃
伊”，再经过纱布、土漆、石
灰石膏粉的塑造，也让“肉
身佛”处于一种几乎“真空”
的状态，让千年不腐成为可
能。他介绍，生前健康的僧
侣比生前生了病的师傅更
容易成为“肉身佛”。

(广日)

广东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指出，医
检结果互认有利于合理有效利用医疗
资源，降低病人就医费用，简化就医环
节，改善医疗服务。但是，医检费用占
医院收入比重较大，因而推进医检互认
容易受到医生的“软抵制”。

“说到底，还是与院方经济利益有
很大关系。”某三甲医院医生表示，按照

医保相关规定，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
比例，三级医疗机构控制在45％以下，
而门诊患者药费比例不超过20％，其他
的费用构成，就是处置费、检查费等。

“这就要求我们控制药费和检查费的

比例，假如一个病人，相关检查在别的医院
做了，而转到我们医院不重新检查的话，他
的费用大部分是药费。”按照规定，药费超
出比例的部分要由医生支付。为此，医生
需要以重复检查来平衡药费的比例。

“另外，医院的仪器都是自己花钱购
置的，一台100万元的仪器，当然得尽可能
把成本赚回来。超出的，就是医生的绩效
工资。减少医院的药价收入，就只好从医
检中增加收入。”黑龙江省一家三甲医院
院长表示，部分省市在贯彻落实卫生部

“医检互认”规定时，通知各医院是否需
要重复检查“由接诊的临床医生确定”，

而院方认为检查结果互认风险很大，容
易造成“误读”，影响对患者的诊治。

分析人士认为，国家卫生部门要求
推进医检互认，减少重复检查；但是一
些省市卫生部门的通知又赋予临床医
生以“最后决定权”，这样一来，国家政
策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容易变形走样，因
而重复检查难以避免。

互认要求遭遇“软抵制”

日前，匈牙利博
物馆展出一尊内藏
有一名高僧遗骸的
千年佛像，因疑似福
建省大田县被盗文
物而受到关注。

事实上，除疑似
被盗的“章公祖师”
外，福建还有数尊类
似的“肉身佛”，均有
上百年历史。而中
国四大佛教名山之
一的九华山上，肉身
菩萨多达14尊。

至今仍在九华
山制作肉身佛的老
工匠朱国胜认为，

“肉身佛”能够千年
不腐，其原因除了高
僧自身的修炼以外，
或许还与空气、水分
有着较大关系。

九华山有
“肉身菩萨”14尊

时隔20年，福建三明大田
县“肉身佛”出现在匈牙利，引发
了福建多地市民报料的热情。
一时间，福建南安、德化、永春等
地，均出现疑似“肉身佛”的佛
像。据报道，在福建德化的九仙
山永安岩，史公祖师金身取舍利
子塑成。此外，福建南安水头镇
埕边村有一座奉祀肉身佛的双
灵寺，殿堂供奉的两尊菩萨是
200多年前一对高氏姐妹的真
身塑像，名叫“榜娘”和“瓜娘”。

大田县博物馆馆长陈其忠
介绍，“泉州古称‘泉南佛国’，
是佛教文化传入较早较集中的
地方。”民众大多会在高僧坐化
之后，将其舍利塑成佛像，有些
是“佛骨”舍利，有些则是“肉身
舍利”（即“肉身佛”）。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福建，
在多个省份都可见到“肉身
佛”，如安徽、山西、广东、湖南
和河南等地均有“肉身佛”。其
中，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
九华山上，有据可查的肉身菩
萨就达14尊。

坐缸、封缸、开缸
3步骤

成为“肉身佛”，需要一些帮圆
寂的僧侣塑制肉身佛的人。这样的

“外人”并不一定是僧侣，而塑制“肉
身佛”也成为了一门“工艺”被传承。

“简单来说，就是坐缸、封缸、
开缸3个步骤。”朱国胜告诉本报记
者，为圆寂的僧侣坐缸的程序很简
单，只需在缸底铺一层石灰，其上加
盖一层木炭，将“法体”盘坐装殓其
中，再填充碾碎的木炭、檀香等，最后
再将盖子密封起来便可。最后便是
开缸，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封缸3年
半后，如果缸内的僧侣颜面如生、肉
身不腐，他们就会被塑成“金身”。

塑成“金身”的步骤比较简
单，将已经出缸的僧侣法体缠绕
上一层纱布，然后在纱布上涂上
一层土漆（生漆），在土漆风干之
后，还会将一些石灰石膏粉再涂
一层到塑成的“肉身佛”表面，最
后在最外层的“全身”贴上金箔，
这样“肉身佛”就塑成了“金身”。

“整个过程虽然听起来简单，
有人学了后也总是失败。”朱国胜
表示，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方法，也
有成功与失败之分。

民间防腐处理方法
已成谜

朱国胜表示，佛门中
的僧侣“法体”一般在圆寂
之后也不会动的，因此有
内脏。而圆寂之前不吃不
喝倒是基本一致，但不会
食用草药等。

据报道，在闽南，和尚
死后由于颜面如生、肉身
不腐，肉身被人们加以泥
塑成佛像。一般情况下，
其人死之前，感觉大限将
临，会先开始不吃不喝或
吃喝极少。而为了让尸体
不腐，古人会用漆、纱布、
桐油灰等密封。此外，也
有专家认为，肉身塑像一
般在外面用正漆，肉身隔
绝了空气，“肉身佛”更不
易变质。

针对肉身佛如何制成，
民间有何种防腐的处理方
法。阳春村委书记林开望
告诉记者，由于年代久远，
曾经可能存在的民间防腐
处理方法，他和其他村民就
不得而知。

古有中草药水
浸泡尸体防腐

针对“肉身坐佛”千年不腐的原
因，当地村民称曾在生前吃一些防
腐的草药，借此来让死后的尸体不
腐，而九华山专门制作“肉身佛”的
工匠则表示，僧侣死前不吃不喝，死
后也没经过草药处理。

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会副主任
委员梅全喜告诉记者，并不知道有中
草药可以起到生前食用，死后尸体不
腐的作用。“古时倒有人死后尸体用些
中草药浸泡，使尸体利于保存。”梅全
喜表示，如果尸体已经风干，并与空
气、水分等隔离，有可能保存非常久。

此外，对于福建“肉身坐佛”没
有内脏，九华山“肉身佛”含有内脏，
他解释称，一般情况下，制作标本时
都会将动物的内脏取出，因为内脏
组织结构复杂，其中的微生物可能
对尸体产生较大影响。

梅全喜认为，死前会不吃不喝
这点对于尸体的保存并没直接关
系，但是死前将胃肠内的食物、粪便
等排净，微生物会相对较少。

此外，檀香因其特殊的成分特
性，而成为非常有效的定香剂和防
腐剂。

哈尔滨市民李慧是一位80后妈妈，
生完孩子后一直咳嗽、气短，并伴有低
烧。2014年2月初，李慧在黑龙江省医
院做了肺部CT检查，被诊断为间质性
肺炎。随后，李慧又拿着片子到哈尔滨
医大一院，希望得到专家进一步确诊，
却被告知，检查结果“不认可”，需要再
拍一次肺部CT。

李慧想，哈医大一院是黑龙江省内
闻名的医院，医生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
省医院的检查结果有误，便又做了一遍
检查。两个医院的检查结果完全相同，
都诊断是间质性肺炎。“同一种病，为啥

让我一周内做两次CT？”
和李慧的经历类似，来自安徽的老

人付加德去年3月腰部扭伤，他去北京
医科大学大兴人民医院拍了一次X光
片，之后去北京世纪坛医院就诊，医生

又要求拍一次X光片，两次医检结果完
全一样。北京市民傅先生对记者说，像
李慧、付加德这样重复检查的经历许多
人都遇到过，无论在同一个城市还是在
不同的城市，只要去医院看病，都会遇
到检查重复、结果互不认可的问题。

针对社会质疑，原卫生部2010年发
文要求，同级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一

些省市卫生行政部门也发文要求，互认范
围及内容包括一级医院对二级和三级医
院的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查结果等。例
如，卫生部门要求医院对谷丙转氨酶、白
蛋白、总胆固醇等抽血化验，以及X光、
CT、心脏彩超等项目检查结果互认。

但是，具体到很多医院和一例例的患
者身上，医检结果互认却依旧相当远。

重复检查何时休？

3 月 29
日，乙未年民
祭“史圣”司马
迁大典在司马
迁的故乡——
陕西省韩城市
司马迁祭祀广
场举行。来自
海 内 外 的 学
者、司马迁后
裔以及当地民
众 等 聚 集 于
此，缅怀“史
圣”司马迁。

新华社发

3月29
日，一场别
具特色的汉
式集体婚礼
在安徽省合
肥市三国遗
址公园内举
行 。 30 对
新人身着华
美汉服，演
绎汉式婚礼
礼仪，展现
传统文化魅
力。

新华社发

安
徽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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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陕
西
韩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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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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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郑州3月26日专电（记者甘泉）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5日公布一起典型案例：被告
人马进周刑满释放后，在较短时间内先后性侵和
猥亵幼女5人，并致1人重伤，2人轻伤，被一审认
定构成强奸和猥亵儿童罪判处死刑。经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维持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后，已于近期对马某执行死刑。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介绍，被告人马进周
今年36岁，出生河南省巩义市，文化程度为初
中。曾因犯猥亵儿童罪于2009年 6月 18日被
巩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2010年 9月 27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强奸罪
于2013年2月8日被逮捕。在2012年9月8日
至2013年1月11日期间，被告人马进周在河南
省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一带，先后强行与一名4
岁女童、两名8岁女童发生性关系，造成1人重
伤，2人轻伤。此外，又先后对两名6岁和9岁
女童进行猥亵。

宣判后，被告人马进周服从一审判决，未提出
上诉。

性侵猥亵5名女童
河南一男子被执行死刑

新华
视点

新华社哈尔滨3月28日电（记者闫睿）曾经
需人工攀爬检测的桥梁底面，如今有了无人机做

“第三只眼”来完成。由哈尔滨工程大学研发成功
的可在桥梁底面飞行检测的无人机，将有助于提
升桥梁检测准度、精度。

这一成果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莫宏伟“无人机
项目团队”，历时4年完成的。长期以来，传统桥
梁检测多是利用人工望远镜等仪器，由悬挂在桥
梁下方的维修人员操作，不仅耗时费力，还易忽略
细节之处，为桥梁质量埋下隐患。

该团队所研发的检测无人机通过加载传感器
装置，优化导航技术，确保无人机可在距离桥梁底
面一定范围内飞行。操作人员手持手机等控制设
备，在地面即可完成对桥梁底面、柱面、横梁的拍
摄取证。

无人机研发者、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莫宏伟
介绍说，利用这一设备，可大幅减轻桥梁维护人员
的工作强度，便于及时发现险情，提高桥梁检测维
护效率。后期，团队还将在无人机自主飞行、避碰
方面加强研发，提高其可操作性。

据介绍，该无人机日前在上海某高速公路段
进行实际桥梁勘测，取得成功。这一设计构想在
国内、外桥梁检测行业属于领跑水平。此无人机
还可根据使用需求，通过搭载不同传感器模块，实
现其他多种任务作业。

可“潜”至桥梁底面
检测的无人机
在哈尔滨研发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