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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蹲点日记③·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李凤虎

8月 3日，一段据传“洛阳发生爆炸火光
冲天”的视频在朋友圈及多个社交平台流
传，此后该视频又被传言发生在郑州、南阳
等地。洛阳、郑州、南阳等地警方纷纷辟谣，
称该消息纯属谣言。

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受众的增多，各
种网络谣言也越来越多。网络谣言为何难
以根除？如何让谣言失去传播力？记者就
此采访了相关人士。

朋友圈成为传谣“重灾区”

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源。朋
友圈里的谣言“看上去很真”，常常让网民防
不胜防，不经意间成为传谣的“帮凶”。

河南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的一份调
查显示，网络造谣主要手法有四类：移花接
木型，即找来一些无关的、带有冲击力的图
片等作为所谓的“铁证”；细节取胜型，此类
谣言往往将事件经过详细描述，让人有“身
临其境”之感；绑架“官方”型，即以官方口吻
编造所谓权威信息；情绪渲染型，即发布者
以内心独白的方式突出恐惧、焦虑情绪，多
涉及公共安全或妇女儿童走失等信息。

此外，健康养生、食品安全、演艺娱乐、

股市投资等领域都是谣言的高发区，常以
“真相”“内幕”等形式出现。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调查，社会安
全、日常生活和公共政策类网络谣言数量较
多，其中，社会安全与食药安全类谣言为占
比最大的两种网络谣言类型；网络谣言的传
播渠道呈现多样化，微视频已经成为自然灾
害类谣言传播的新形式、新载体。

网络谣言有四大成因

“当前传谣容易辟谣难，造谣手法层出
不穷。”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根据查处的多起网络造谣传谣案
件，网上谣言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别网络推手为寻求刺激制造谣
言，许多网民难辨真假，致使网上舆论距离
事实真相越来越远；第二，商业利益的驱动
是谣言滋生的经济动因，一些谣言制造者为
了扩大市场份额获得社会关注而造谣；第
三，社会信息管理的滞后，引发公众对事态
的进程产生种种盲目性猜测，从而导致谣言
产生；第四，信息应对能力不足，政府有关部
门不能及时组织有效信息对谣言予以反击，
反击谣言的形式、手段和方法陈旧单一。

警方表示，广大网民要做到守法自律，
文明上网，无法核实消息来源时，可上网搜

索有关信息或直接向警方反映，做到理性转
发网络信息，不信谣，不传谣。

多管齐下让谣言失去传播力

“信息公开制度尚不健全，是谣言频发
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谣言，有关部门却沉
默以对，没有主动辟谣，客观上加剧了谣言
的传播。”省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李宏伟认
为，治理网络谣言，要做好公共安全、社会服
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铲除谣言滋生
的土壤；同时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大信息公
开力度，越是面对这类“以旧翻新”的谣言，
有关部门越应该积极主动及时向公众通报
信息，让谣言失去传播力和破坏力。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网络谣言的辟
谣工作应从源头解决。为避免网络空间成
为“情绪宣泄”的场所，相关部门在加强对自
媒体平台信息监管的同时，也应引导培养自
媒体的自我规范意识。

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少春表示，
去年11月 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正
式将网络造谣传谣纳入刑法制裁的范畴，编
造虚假信息传播或明知是虚假信息传播，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这一条文是对“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
最好诠释。②7

□本报记者 马雯

一边是大医院人满为患，一边是小医院
门可罗雀。从 2009年我国启动医改至今，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很突出。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引导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形成科学合理的就医秩序，逐
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分级诊疗制度就是要逐步形成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诊疗就
医模式，而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正是实现
分级诊疗的关键。”8月2日，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业务副院长马超表示，以往的就
医模式不仅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医生对
患者的治疗往往也是一次性的，缺乏提前介
入和长期调治。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
渐突出，许多慢性病患者更需要连续性的健
康管理，家庭医生正是提供这种服务的人。

那么，签约家庭医生会带来哪些变化？
“按照‘1+1+1’签约模式，我们由1个片医团
队、1个二级医院的全科医生团队和1个三级
医院的专科医生团队一起为居民的健康保驾
护航。”马超说，通过家庭医生实现首诊在基
层，家庭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二、三级医院
的医生团队共同负责，这样的全方位协同支

持，保证了居民健康服务的质量。
在分级诊疗的格局里，家庭医生所推动

的各级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也是重要的一
环。“我们这里60%的病人都是由上级医院
转诊而来的。”郑州市康复医院院长景淑真
告诉记者，作为签约团队里的二级医院，郑
州市康复医院更多地承担着联通上下级医
院、实现病人“康复回基层”的任务。

“因为熟悉掌握居民情况，家庭医生能够
在患者疾病初期就做出相应判断，对于需要
转诊的病人及时上转到三级医院或者我们这
里。而对于在大医院已度过危险期、病情稳
定的病人，又会下转回来进行长期专业的康

复，或者回到自己家里经由家庭医生的指导
进行自我康复。”景淑真表示，在此过程中，所
有医疗资源都得到了优化配置，病人在不同
阶段也都能得到合理良好的治疗。

作为打通分级诊疗“最后一公里”的家
庭医生制度，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效果？

“目前人才资源匮乏是家庭医生制度推
进中的一大难题。”马超表示，我国目前培训
合格且真正注册的全科医生仅有6万余人，
许多人并不愿意做全科医生。“要留住人才必
须要从待遇、晋升空间等多方面予以支持。此
外，医保报销政策也应对转诊病人予以倾斜，
鼓励引导患者在基层进行首诊。”②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2日，记者从省公安厅
获悉，日前省公安厅党委推出三项惠警爱警举措，全面
落实公安民警休假制度、民警体检制度和暑期慰问工
作，保障民警身心健康。

民警休假要达到100%。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严格
落实年休假制度，切实保障民警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得到休息，对于确因工作任务繁重无法当月休息的，可
以集中调休，原则上要保障一个月内有3至5天调休，
调休一般应在当月安排，当月暂时无法调休的，次月必
须补休。

民警体检要达到100%。全省各地公安机关要启
动“健康计划”，认真落实民警健康体检制度，针对民警
猝死比例较高的实际，每名民警每年至少安排一次全
面体检，在规定的体检项目外，要把心脑血管检查作为
必检项目；对患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病、颈椎腰椎病等
慢性病的民警，尽量不安排高强度、连续性工作，确保
民警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暑期慰问要达到100%。全省各地公安机关要精
心组织部署，确保在 8月底前将一线民警慰问一遍。
对户外执勤执法、加班加点、抢险救灾、侦查办案的民
警，特别是交警、巡特警、基层派出所等一线执勤民警
以及生病、负伤的民警，要开展上门慰问。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省基层民警日
均工作量是其他行业、部门公务员两倍以上。今年，民
警休假、体检情况将纳入全省公安机关绩效考评。③7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8月 4日，省地震
局发布公告，对近期流传的地震造谣信息进
行辟谣。对非官方发布的地震信息，请读者
不要轻信。

公告称，近日在网络上传播的一条题为
《地震警示，河南》的“地震信息”，以所谓“河
南南阳 7月 10日凌晨出现的大规模蛤蟆迁
移”为由，说“未来两个月内中国还将发生7
级以上地震，湖北、河南等地为重点，地震震
级可在7.3～8.0级，初预测震点驻马店、南阳
地段”。这是一条有人编造的虚假信息，属
于地震谣传。据介绍，编造地震谣言的王某
已被湖北警方处以拘留5日的处罚。

公告说，根据省地震局会商分析，目前
我省各类地震监测数据未发现异常，也未接
到动物宏观异常的报告，此信息没有任何科
学依据。希望大家不要相信，更不要传播这
类信息，保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③7

省公安厅推出三项惠警爱警举措

民警休假体检情况
纳入公安机关考评

移花接木难辨真假 以讹传讹混淆视听

网络谣言如何才能根除？
地震谣传
切勿相信

家庭医生让分级诊疗“转”起来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济源市大峪镇王庄村是省级贫困村。去年9月以来，该
村党员干部带头绿化荒山、建农家乐，对老房子进行改造，使
老宅院成了新景观，并对口帮扶10个贫困户。⑨2

▲村里的清代老宅院。
▶这个老宅院修旧如旧，成了家庭宾馆。

8月 3日，郑州铁路局供电系统接触网技能竞赛
决赛实作项目在新乡供电段接触网实训基地举行。据
悉，此次技能竞赛涵盖机务、供电、运输以及客运等13
个系统47个工种（专业）。⑨2 高国桥 摄

老宅新景观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柴明清）省森林公安

局8月 4日通报，许昌市森林公安局近日破获一起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缴获象
牙、犀牛角等野生动物制品200多公斤，查获赃物价值
1200多万元，是我省森林公安系统迄今为止侦破的涉
案范围最广、涉案价值最高的一起案件。

去年11月，许昌市森林公安局获取线索，有人利
用微信账号出售象牙制品。侦查人员通过调查摸排，
于当年 12 月 27 日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张某同时抓
获。在张某的房间，查获项链、手镯、雕件等象牙制品
1513件。

同时，在张某处发现的2026张快递单据引起侦查
人员高度关注。省森林公安局成立省、市、县三级森林
公安民警组成“12·27”案件专案组。侦查人员通过查
阅微信号、QQ号等聊天及交易记录、快递单据等信
息，查明400多个涉案人员，涉及全国31个省份。

自去年12月 27日立案侦查以来，30余名专案组
民警历时7个多月，奔赴广东、天津、北京、四川、广西
等地，辗转六万多公里，共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21名，
查获象牙制品204.5公斤、犀牛角制品17公斤，查获赃
物价值为1276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雷某等7人已被移
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余犯罪嫌疑人正在补充侦
查期间。本案梳理出的400余条涉案线索已转交全国
各地的森林公安机关侦查。③4

许昌破获特大
买卖野生动物制品案
缴获象牙、犀牛角制品200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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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
河南日报
金水河客户端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孟红梅 乔占领 闫阳

马丢村距离洛阳市区178公里，位
于栾川县城东南方向的深山区，全村
860多口人，220多户，人多地少，靠天
吃饭，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2015年 10月，洛阳市检察院选派
干警到对口扶贫帮扶单位栾川县合峪
镇马丢村任“第一书记”，苗苗第一个报
了名。领导同事，家人朋友劝她，“第一
书记”可不是好当的，脱贫工作不是好
干的，要她慎重考虑，苗苗坚持要去：

“不经历风雨，怎么成长？不经历磨砺，
怎么成熟？扶贫工作可以锻炼人，更可
以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为执法办案
积累经验。”

“一对一”变“一对八”
马丢村干部群众看到市检察院给

他们派来的“第一书记”竟然是个“闺女
娃儿”，心里直犯嘀咕。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苗苗就深入农

户家中“摸底”调查，在前往马丢村最偏
远的一个自然村时，下起了大雨。通往
这个村只有一条羊肠小路，十分难走。
村干部担心苗苗走不了这样的路，就劝
她不要去了。“你们能走，我就能走。”苗
苗快步向前走去，竟将那些土生土长的
同事们抛在了后边。自此，干部群众再
也不说这个大城市来的苗书记是个“闺
女娃儿”了。

经过深入调查，马丢村的贫困户由
原来的 42 户增加到 50 户，多出了 8
户。原来的 42户，是由洛阳市检察院
中层干部一人一户帮扶。现在多出这8
户，按规定，也应由院里安排帮扶人员
进行“一对一”帮扶。“还得报告院党组
研究，不给院里添麻烦了，我自己解
决。”就这样，作为洛阳市检察院中层干
部之一的苗苗，在对马丢村的帮扶中，
由“一对一”变成“一对八”。

精准扶贫立竿见影
马丢村通往外界的道路坡陡、弯

多、路面窄。群众形象地比喻“遇到顶
头车，错都错不开，两车顶到那儿，上不
来，下不去，弄不好就翻到沟里去了。”

要想富，先修路。苗苗向党组汇报
后，多方筹措资金，争取乡村道路立项，
旧路改造工程风风火火地开工了——
路面拓宽，弯道取直，降低坡度，苗苗上
任仅三个月，一条崭新的乡村公路给马
丢村带来了无限生机，一口新打的机井
解决了全村的吃水问题。村委会支部
委员任海药说，“现在这个路比以前宽
多了，错个车啥的，一点儿不作难。新
打的机井，让山沟里的群众像城市人一
样吃上了自来水，这都是苗书记的功劳
啊。”

“啥功劳不功劳的，都是分内的工

作。”为了帮助群众脱贫，苗苗向县里争
取了两个扶贫项目。一个是黑猪养殖，
一个是栽种日本甜柿子树。

刚开始，村民们并不看好苗苗给他
们争取来的项目。怕垫资，三五百块钱
对有些贫困户来说也是笔巨款；怕没技
术，养不好，还搭进饲料；还怕没销路，
卖不出去，价钱上不去，挣不到钱。

“不让你们垫资，一户免费发放 3
头猪崽。销售你们也不用管，到时有公
司来收购，保证一头猪 2000块钱的利
润。”苗苗挨家挨户做工作，终于赢得了
贫困户的配合，争取来的项目全部分配
到户。

53岁的村民魏老三也领到了 3头
免费猪崽。第一批猪出栏时，9头猪卖
了 2万多块钱，净利润 15000元，魏老
三笑得合不拢嘴：“现在可好了，喂喂
猪，种种地，家没耽误照顾，钱没耽误

挣，这个项目就适合俺们这类贫困户。”

全面扶贫无遗漏
贫困户中，有一些是因病致贫或丧

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引进扶贫项目，
他们没能力承担；社会“兜底”救助，他
们又因有子女赡养而不符合政策，他们
陷入一种子女不管、政府无法管的“两
难”境地。“可他们的生活确实贫困，总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罪吧。”苗苗
叹了口气。

苗苗自掏腰包买来食用油、大米等
生活用品，分发给这些贫困群众。她清
楚地记得，走进西沟李大娘家的那天是
个雨天。当时，天还不太冷，气温20多
摄氏度，可李大娘的那间老土屋却阴暗
潮湿，坐不住人。为了省钱，老两口连
灯泡都舍不得用，实在不行了，就生一
堆火，既能取暖，又可照明。看到这些，

苗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刚开始是给李
大娘掏钱、送食品，后来做通了老人子
女的思想工作，他们负起赡养义务，让
父母安度晚年。

“在村里，根本就没花钱的地方，自
己做饭吃，生活费也没多少，可我的工
资却越来越不够花。”苗苗坦然说道。
在她看来，她所做的一切都很有意义，
尤其是当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接过她
手中的钱物，眼含热泪，动情地说着“感
谢党，感谢政府”的话时，她能深刻感受
到付出的价值。

引领春风到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