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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重拳打击医托

文昌同济医院院长刘正湘表示，
“医托太可恶了，不把患者的性命当
回事，这种团伙绝对不能让他们继续
嚣张下去。”

刘正湘从医院调取了大量有关
医托的监控视频，并且及时与上级
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沟通，制定实
施缜密计划。

“为了取证，我们安排一名保安
与其中一名医托周旋，并且取得他的
信任，掌握了一定证据。”刘正湘说，

“事后了解到，这个医托团伙平均每
天能从文昌同济医院拉走两到三个
病人。如果一个病人要花费一千块，
这个团伙的利益该有多大？”

针对此事，文昌市政府要求文昌
市卫生局牵头，组织公安局、执法局、
食品药品监督局、市卫生监督所和同
济文昌医院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打击行动。

“在两个月的调查期，如果没有
多部门联合行动，这次打击恐怕不会
这么顺利。”文昌市卫生局局长曾利
民坦言。

此次医托入刑，是以诈骗的罪
名。“法律上没有针对‘医托’的明文
规定，但靠医托来骗取患者的金钱，
就涉及诈骗了，警方就可以进行相应
的处罚。”刘正湘建议，加大医托和雇
佣医托机构的犯罪成本，才能起到真
正的震慑作用。

另外，业内人士表示，医疗资源
配置不均衡才让医托得以生存。完
善和深化医改，或许才是根治医托的
最终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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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疾控中心

健康服务快车

本报讯（记者马珂）儿童入托、入
学前查验预防接种证，对预防传染病
在托幼园所、学校的流行有极重要的
作用。近日，记者从省疾控中心了解
到，入托、入学新生报名前，家长或其
监护人应携带《儿童预防接种证》到接
种单位审核儿童预防接种完成情况。

对于完成全程免疫的儿童，接种
单位直接出具“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
种证查验证明”给儿童家长；对于未完
成全程免疫儿童，出具“入托、入学儿
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并进行预约
接种，查验证明由儿童家长或其监护
人作为疫苗补种凭证；对于因接种禁
忌未完成全程免疫的儿童，出具“入
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
并需写明因禁忌不能补种。

省疾控中心专家介绍，为提高儿
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
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
接种疫苗。绝大多数儿童按免疫程序
接种疫苗后形成牢固的免疫屏障，既
可以保护儿童自己不得病，同时也可
以保护少部分因疾病不能接种或暂缓
接种疫苗的儿童。

预防接种证是儿童预防接种的凭
证，也是儿童入托、入学和成年后就
业、出国的身份健康证明之一。据了
解，目前国家儿童免疫规划疫苗包括：
卡介苗、乙肝疫苗、麻风疫苗、麻腮风
疫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脊髓灰
质炎减毒活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A
群流脑疫苗及A+C群流脑多糖疫苗、
乙脑减毒活疫苗。

开学了

万病多因一个“懒”
近几年，有个流行的词叫“懒癌”，比喻一个

人懒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专家提醒，人太懒真
的可能会引发癌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
种疾病。

懒得刷牙，容易导致龋齿
人在睡眠过程中，唾液分泌量大大减少，而

这些唾液是杀灭细菌的主要力量。所以，偶然
的一次睡前不刷牙，也许就会造成口腔细菌趁
虚而入，其结果是龋齿及牙周病危险大增。许
多研究证实，一些口腔细菌毒素经伤口进入血
液，到达其他部位，就会使这些部位受感染而发
炎，甚至导致心脏疾病。

懒得吃早饭，易导致胆结石
人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后，胆囊内存留很多

胆汁，如果不吃早餐，胆汁会积聚形成结石。和
每天规律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者冠心病
风险会上升约27%。和每天规律吃早饭者相
比，早饭时有时无的人糖尿病风险会升高
25%—28%。每周吃不到三次早餐的人，和每
周吃三次以上早餐的人相比，平均体重要高
1.9kg。

懒得上厕所，易诱发膀胱炎
长时间憋尿，会造成自身抗感染能力下

降，导致膀胱炎等尿路感染，严重的还会引起
肾盂肾炎等上尿路感染，甚至还会影响肾脏功
能。男性久坐、憋尿，还会诱发前列腺炎。这
和尿液反流到前列腺腺体内、前列腺充血等诸
多因素有关。长期憋尿还会增大患膀胱癌的
可能性。

懒得倾诉的女性，易患乳腺癌
乳腺癌患者八成都是受过重大精神打击、

长期抑郁、压力大的女性，年龄在三四十岁，压
力与抑郁长期憋在她们心中。有了心事不说，
长期抑郁、焦虑、坏脾气，会对心脏的损伤很大。

懒得运动易得癌症
研究发现，不爱运动、身体不健康的人到

60岁时大脑灰质变少，判断力变差。而中速
或快速走路有助于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
的治疗。每天抬头、挺胸、大步走，持续30分钟
以上最好。 （小可）

■ 本报记者 马珂

近期，众多媒体对两位准大学生
被电信诈骗骗光学费后，心脏骤停不
幸离世的事件进行了报道。伤心而亡
真的存在吗？近日，记者采访省内医
生时了解到，确实有一种心脏病是跟
伤心有关，叫做心碎综合征。

悲伤过度导致心碎综合征

心碎综合征是指人因重大外部
事件打击而产生极度哀伤或愤怒心
理时，左心室急剧收缩而出现呼吸困
难、胸口疼痛，类似心脏病突发的症
状。

文昌同济医院院长刘正湘告诉记
者，医学界对心碎综合征研究后发现，
任何人都有罹患这个病症的可能，比
率占急性心脏病发病患的1%。

刘正湘表示，心碎综合征经过检
查，患者心脏通常都没有明显的器质

病变，只是这种痛起来的感觉，就像心
真的碎了一样。一般情况下，经过心
理的平复以及适当的心肌营养治疗，
这种“心碎”症状能很快得到康复。但
是，如果对“心碎”症状放任不理，血管
痉挛厉害，也可能会导致心脏骤停、呼
吸停止，出现猝死，千万不能掉以轻
心。

猝死多由心脏因素引发

“猝死多数是由心脏因素引发
的。”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胸外二科主任
白树堂表示，老年人猝死多数是冠心病
导致，而年轻人猝死有的是因为先天性
心脏病，也有的是因为冠心病导致。所
以年轻人的猝死事件绝非偶然，一定是
有基础心脏病而没有被发现，一旦劳累
过度，就极易诱发猝死。就好像易燃的
汽油，扔个烟头就会燃烧起来。

专家表示，年轻人自认为身体“健
康”，很容易忽视自身出现的早期症

状，即便出现早期胸部发闷、疼痛等症
状，也不易引起重视，推迟就医，从而
错过了急救的最佳时机。

抓住心肺复苏“黄金4分钟”

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刘玉仁表示，对于猝死的急救，时间就
是生命，业内一直有“黄金4分钟”的说
法，就是指心肺复苏和除颤的关键时
间是在心脏骤停之后的4分钟内。

“发现有人突然意识丧失而倒
地时，应立即使其平躺，拍击其面颊
并呼叫，同时用手触摸其颈动脉部
位以确定有无搏动，若无反应且没
有动脉搏动，就应立刻进行心肺复
苏。”刘玉仁说，首先要令患者的头
部后仰以畅通气道，随之进行有效
的胸外按压，同时进行口对口人工
呼吸。这些基本的救治措施，应持
续进行到专业急救人员到场，同时，
应尽快呼叫急救人员。

准大学生被骗光学费后猝死

悲痛过度真的会“心碎”

由于学校、幼儿园属于人群密集区域，易
造成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国务院颁布的《疫
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要求，儿童入托、
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

近期，“健康中国行”活动走进
海南，省卫生计生委、省疾控中心、
海口市卫生局、海口市疾控中心在
海口举行活动启动仪式。

据了解，“健康中国行”活动是国
家卫计委组织开展的大型健康传播
活动。该活动自2013年启动以来，
在提高人民群众健康养生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
欢迎。今年，该活动以黑龙江省为起
点、上海市为终点、北京市为中间节
点，每个省举办一周活动，我省是全
国活动的第22站。

据介绍，近日在海口举行的海
南省主会场启动仪式之后，我省各市
县也将依次开展相应的宣传周活动。

近年来，在省卫生计生委指导
下，我省加大重视力度，积极部署各
项健康中国行宣传活动。省卫生计
生委制定了《健康中国行——海南
省2015年无烟生活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实施方案》和《海南省2016年
健康中国行活动方案》，省卫生计生
委各直属单位、各市县卫生行政部
门将无烟生活宣传教育纳入日常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和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项目中，要
求各医疗卫生机构从提高人民群众
科学就医素养和保障居民基本健康
权利的高度开展该项工作，利用多
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控烟知识，引导
群众树立无烟生活观念。各市县健
康教育机构采取多项群众喜闻乐见
的宣传活动，宣传健康理念，传播公
民健康素养知识，收到很好的成效。

同时，充分发挥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作用以及健康教育的优势。制
作“珍爱生命、远离吸烟”“拒绝二手
烟”公益广告视频，在电视台播放。
各市县疾控中心根据无烟生活宣传
教育核心信息，制作印发相关宣传折
页、宣传单共40万份，发放给全省各
级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健康巡讲、志
愿服务进社区等多种形式活动，向群
众宣传控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无
烟生活观念。 （小可）

“健康中国行”
走进海南

我国进一步提高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水平

记者近日从国务院医改办了解到，2016年
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水平将进一步提
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人均新增40元
中的10元用于大病保险。

国务院医改办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
于做好2016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要科学测算筹资标准，稳定大病保险
资金来源，让更多大病患者减轻负担。

通知鼓励地方探索向困难群体适当倾斜的
具体办法，对包括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
和低保对象等在内的城乡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性
支付政策，进一步扩大受益面。（据新华社电）

我国非公立医疗机构
将有行业信用评价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近日宣布，将建立
非公立医疗机构社会信用评价与服务能力星级
评审制度，以推动行业自律，规范行业信用行为。

据介绍，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已取得
商务部核准的非公立医疗机构信用评价的国家
资质，并将于近期开展相关工作。信用评价将
按国家统一规定分为“三等五级”，即分为A、
B、C三等，下设AAA、AA、A、B、C五级。

近年来，我国社会办医发展迅速，总体情况
较好，但也存在个别不规范的医疗现象。建立
信用评价和服务能力评审制度，有利于加强对
社会办医的管理，引导规范行医，也有利于加强
对失信机构的惩戒力度，打击虚假广告等行
为。 （据新华社电）

调查两月，端掉医托团伙

今年6月，家住文昌重兴镇的王先
生带妻子到同济文昌医院看病。夫妻
俩在候诊大厅等待时，旁边来了一位
中年妇女“善意”推荐他们去见一名

“神医”。
王先生夫妇花了千元在“神医”处

买了药。不料，服完药后王先生妻子
腹泻不止，最终瘫倒在地。直到此时，
王先生才感觉可能是遇到医托了。

王先生妻子的遭遇引起同济文
昌医院的高度重视。经调取监控并
观察跟踪，该院锁定了可疑人员，并
发现了一个长期盘踞在医院的医托
诈骗团伙。经过周密部署，一场由文
昌市医、警、药监、综合执法等多部门
联合的抓捕行动迅速展开。近两个
月的调查取证中，医院还安排保安人
员与医托接触，搜集证据。

8月20日上午，由文昌市公安
局精干警力组成的专案组，一举抓获
了周某某、易某某、吴某某、陈某香、
涂某某、陈某英6名嫌疑人。其中，
刑事拘留2人，行政拘留4人。

近年来，医托成
为医院难以清除的
“寄生虫”。他们用
谎言和假药欺骗患
者，耽误患者的治
疗，让人恨之入骨，
却禁而不绝。近日，
文昌市捣毁一医托
诈骗团伙，警方以涉
嫌诈骗对医托实施
刑事拘留。

文昌近日捣毁一医托诈骗团伙热点关注

防医托，警惕身边的“善意关怀”

医托为何有恃无恐？

据了解，这是我省首次将医托入
刑。多年来，医托一直难以根除，到
底难在哪？

省卫生监督总队有关负责人说，
糖尿病、风湿、慢性胃炎等慢性病和

“难言之隐”病的患者，是医托诈骗的
主要对象。此外，肿瘤等需要开刀手
术治疗的患者上当的也多，医托对患
者谎称无需开刀，药物就可根治疾
病，这些都说到了患者心坎上。

“我们最担心医托把患者骗到
黑诊所，误诊使疾病恶化，导致患者
生命危险。”该负责人表示。

为什么打击医托这么困难？该
负责人表示，打击医托必须由公安
部门牵头，医疗部分配合，医疗部门
只能对雇佣医托的医疗机构予以处
罚。但是，很多受骗患者维权意识
不足，受骗后忍气吞声，没人出面指
证，拿不到医托诈骗的证据。

海口市人民医院保卫科一负责
人告诉记者，“医托身上不带任何身
份证件，只有一些零钱、手机和病历
本。你就是当场抓住他，他也不承
认。看到疑似医托哄骗患者时，只
能把他们拉到警务室批评教育，让
他们写保证书，然后放人了事。”

目前，法律上没有针对“医托”的明
文规定，如果没有当事人报案后举证，

处理难度很大。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由
于没有相应的罪名，执法部门对于“医
托”的打击陷入一种极其尴尬的现状，如
证据不足，对雇用“医托”的医疗机构也
无计可施。

“对雇佣医托的医疗机构进行处
罚时，是黑诊所就可以直接关停。如
果是有合法证照的医疗机构，医院方
或医托方若死活不承认，或者证据不
足，也难以对这些机构进行强有力的
处罚。”省卫生监督总队有关负责人
说道。

举报少、取证难、单次涉及案值
小是让医托有恃无恐的根本原因。
文昌市铲除医托团伙的经验，值得我
省各地借鉴。

■ 本报记者 马珂

预防接种证明不可少

我省健康宣教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马珂）预防疾病的意义更胜于

治疗疾病。近日，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揭
牌。该中心成立后，将通过开展健康教育，提高
全社会的健康意识和群众自我保健能力。

据了解，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成立是我
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全省健康宣传教育
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该中心将发挥大众
传媒的作用，传播健康信息，开展健康传播活
动，向社会提供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优生优育
等知识和技能，提高公众素养，引导和培育社区
群众广泛参与健康教育活动。

8月30日，海口市五源河学校新生到学校报到。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吴英艳 摄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部发布的谨防医托告示。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