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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AⅠ·06

今日评论 关键词 暴力伤医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10月22日10时许，甘肃省
人民医院一名女医生在医院遇
袭身亡。14时27分，甘肃省兰州
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官方微博就
该起刑事案件发布警情通报。通
报称，案发后，犯罪嫌疑人杨某
某即被公安机关控制。经初步调
查，杨某某因患直肠癌，曾在省
人民医院就诊手术，医生冯某某
为其主治医师。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悲剧的发生总是令人猝不
及防。上午10时，正是医院人声鼎

沸的时候，一位医生在工作岗位
上遇袭身亡，给周边患者以及医
生同事带来的心理影响无疑是巨
大的。案件细节仍有待警方进一
步调查，暴力伤医的话题再次成
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暴力伤医屡屡撞击
公众视线，虽然公安机关一直保
持高压严打之势，但类似悲剧依
然时有发生。据新闻报道，去年发
生的暴力伤医事件超过10起，其
中，备受关注的“9·14兰州暴力伤
医事件”正是发生在甘肃省人民
医院。时间刚刚过去了1年，相同
的暴力伤医再次发生在甘肃省人

民医院，所不同的是，上次暴力伤
医事件中遇袭的医生幸未伤及生
命，此次遇袭的医生则付出了生
命。在愤怒谴责行凶者的同时，涉
事医院也有必要考虑升级安全防
范体系。

当医生人人自危的时候，受
到伤害的其实不只是医生，患者
的利益因此也将受到伤害。一方
面，如果诊疗活动隐藏着巨大风
险，面对一些棘手的疾病，医生
难免会互相推诿，从而贻误治
疗；另一方面，发生在医院内的
暴力事件，几乎不可避免会影响
到其他患者，特别是那些身体孱
弱的重症患者。

2013年，国家卫计委和公安
部印发《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
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要求通过
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
来构建“平安医院”。时至今日，
有多少医院建立并完善了“三级
防护体系”，在实践中又发挥了
多少实际的作用？两起发生在甘
肃省人民医院的暴力伤医事件
中，行凶者都是持刀行凶，以此
为镜鉴，在医院设置安检环节也
许并不多余。增设安检环节虽然
不足以杜绝暴力伤医事件，但起
码可以大大降低暴力伤害的等
级，从而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

对于暴力伤医事件来说，加
大安保力度旨在防患于未然，缓
解医患矛盾才是解决问题的根
本。毋庸讳言，医患关系紧张是
基于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互
不信任。由于付出了不菲的诊疗
费用，多数患者都渴望得到更好
的服务，但在医疗资源紧张的现
实背景中，一些医院并未满足患
者的服务需求。“看病难、看病
贵”的过程中，一些患者不免将
怨气发泄在与自己打交道的医
生身上。除此之外，不少医院都
缺少必要的导医服务，患者无论
遇到任何问题都只能独自求助
医生。对于医生来说，在紧张的
工作之余，很难保证每个人都有
时间和精力接受患者问询。在制
度缺陷与服务缺位并存的背景
中，医患双方难能心平气和地展
开对话，也很容易因此而激化矛
盾。

暴力伤医是一种严重的暴
力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不过，当类似悲剧不断上演的时
候，更应从制度上查找成因。相
比起增加安保之类的“硬件升
级”，加大医疗投入、增强医院服
务意识等“软件更新”，同样显得
迫切而重要。

暴力伤医频发
医院有必要增设安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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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公告

● 寻亲公告
2011年3月12日4点半在郑州
市中牟县郑庵镇刘巧村北地
羊场路边捡拾女性弃婴一名,
出生一天左右(名字袁婧娟)
当时身体状态不好,请孩子的
亲生父母带有效证件与1513
6460481袁先生联系,地址郑
州市中牟县郑庵镇大汾店村,
即日起3个月内无人认领孩子
将被依法安置。
●焦作市好日子旅行社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
11760227056L)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

●减资公告:河南金江物联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100MA3XDXFW0G），
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圆整减

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圆整，请债

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河南开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由于公司升级,自2019年10月
23日起,正式更名为开源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即日起,公章

、开票名称,用户名都将使用

开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名

称(河南开源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公章(4101050166750)、
合同章(4101050165752)及财

务章(4101050165751)将不再

具备法律效应！现公司农行

账号已经注销,即日起公司财

务、账单等均使用招商银行

及中国银行！如有疑问请及

时联系,电话:0371-60980756
●减资公告:河南金江智慧运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0MA3XDFUR
6Y）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圆整

减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圆整，请

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声明

●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名称许鹏飞合同号050007的
保证金收据（编号：0003376，
金额：10000元，编号0000746，
金额1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钟海英遗失新乡御景湾置业

有限公司10号楼202认购书，

声明作废。

●因本人肖彦社、张昕、班素香，

不慎将契税完税证票号为0871
235的个人留存联丢失，声明作废。
●梁满仓河南工业大学设计

艺术学院毕业证学位证遗失，

证书编号104631201205117
837，声明作废。

●河南豫达金属有限公司合同

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被保险人罗东振在太平洋

保险公司承保单证流水号。

(CFBA1818435289，CF
BA1818435288)保单遗失，

特此证明。

●洛阳那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91410327MA4
4F7Q20D遗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叮叮网络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10070276501,声明作废。

●禹州市如玉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91411081MA3XCF017R）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牟县栗茶饮品店营业执照

正本92410122MA46FGWJ4H
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潮宝屋

童装营业执照正副本4101986
00112931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相如干调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
14101050049422),声明作废。.
●郑州大学郑启哲学生证,证号

20176310137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君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车牌照为豫AV2172道路运

输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一步用车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
XAFGU58声明作废。

●郑州惠济林芊美眉童装万达

店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8M
A43D5EA2L声明作废。

●新密市青屏好味道逍遥镇炖

肉胡辣汤店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
0189MA41JDYC96声明作废。

●商丘市睢阳区晗殊化妆品店

代码92411403MA453H1Y6
X)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

明作废。

●驻马店市北斗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M
A449J1F8Y，声明作废。

●周金字遗失金域世家22号楼

1单元1008室维修基金收据(票
号1115356,金额7963元)和房

屋不动产办证费用收据(票号

1115355,金额60元)声明作废。

●郑州创建货运有限公司车牌

照为豫AW9369道路运输证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陈福杰身份证号4101211974
06140018将郑州奥星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两张金额均为

16000元的收据遗失,分别为2
017/10/13票号4042824,2018
/2/3票号501084,声明作废。

●常雅晗（2012年2月20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L41185151
9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州师范学院张潇爽(学号17
3116173008)学生证遗失作废。

●郑州大学学生张鹏(学号201
50910228)学生证丢失作废。

●郑州大学学生曾丽萍(学号20
174130202)学生证丢失作废。

●洛阳建菲工贸有限公司（代

码91410306567279989W）
不慎丢失公章、财务章、法

人章（陈付庄），声明作废。

●李雨泽（2017年11月13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Q412170600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高春芳、侯佳锋遗失正商生态

城认筹收据，编号:5161100，
金额:伍仟元整，声明作废。

●卢震、毛宇鑫身份证、户口本

结婚证、征信证明、中国银行

流水、支付宝流水、微信流水、

鹤壁建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房款收据（号码：JY
JT-A35701-01556）复印件一套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