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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旧谣新传”须加大执法力度
为破解看病贵难题尽一己之力

2018年5月2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韩春光

来函照登

□宋圣阁

我是省人民医院省直第一医院
医生，一直以来,十分关注老百姓看病
难特别是看病贵问题。责任感驱使我
努力寻找破解看病贵难题的出路，为
破解看病贵难题贡献一己之力。

我曾接诊过一位辗转十几家大
医院的患者。他腿疼到不能站立行
走，1年内遍寻北京、苏州、郑州等省
内外名医，花费十几万元，毫无疗效，
自悲到认为也许只有断腿才能脱离
病痛。

他来询诊时，带来几十张多家医
院的影像资料和检查单。在其陈述
病情及治疗经过后，我并未立即看他
带来的那厚厚一沓片子，而是给他详
细检查软组织之后说了自己的诊断结
果：他的症状表现和影像表现之间不
是等号关系，症状是软组织力线平衡
失调引起的！病人说，这是他从前就
医从未听过的观点并表示认同。征得
病人同意，我给他施以针刀治疗。经
过7次治疗，这个病人基本恢复，行走
自如。而花费还不及他1年来花费的
零头。小小针刀又一次显示了在疗效

和减少医疗负担方面的优势。
针刀医学是中国原创学科。针

刀与针灸针外形基本一致，只是针刀
前端是扁刃。用针刀刃口对损伤组
织粘连减张、减压和减应力，可以达
到治疗目的。由于针刀治疗具有疗
程短、适应证广、操作简便安全，器械
及治疗成本低、几乎没有副作用等的
特点，可以为社会节约大量医疗资
源，为患者减少大量医疗负担。

我与针刀结缘并非偶然。从医
30多年来，针对百姓看病贵问题，我
一直致力于传承中医药学，努力钻研
西医药学，并积极创新中医药学，努
力寻找既有效成本又低的治疗技
术。针刀医学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
而我恰恰幸运地中西医基础知识兼
备。我从小受家庭熏陶，传承学习了
不少中医知识，后来考入医学院，又
系统地学习了西医知识。上班后我
专注疼痛治疗，从那时起就开始每天
捏砖练习手劲，拉牵引床的拉杆练习
稳定与持久性；推拿不同的病人，体
会不同的病变部位不同的病灶反
应。为了找准针灸的针感，给病人身
上扎哪个部位，我都亲自体验、尝试，

运用粗细不同的针作用不同的疾病
观察疗效。学习针刀这种中西医结
合的技法之初离不开麻药，考虑到麻
药的副作用及治疗中的安全，于是我
刻苦练习针法，待针法娴熟后，就再
也不使用麻药了。

正是由于有对中医针灸推拿术
的传承及西医解剖学的概念，脑子里
有立体定位，所以运用针刀医学原
理，不仅能够解决颈肩腰腿痛类的疑
难病，就是面对棘手的皮肤问题时，
我也大胆尝试用针刀治疗。一个严重
痤疮患者，被告知需要在几年里经过
多次手术切除面部赘生物，再行植皮
手术修补受损皮肤，且需要几十万元
费用。我二三十次针刀治疗，她就恢
复了良好皮肤状态，而费用却仅是手
术的二十分之一不到，花费时间也不
过几个月。

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国家
及有关部门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政策
和措施。特别是推行三级分诊治疗，

确实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看病难的问
题。老百姓进社区，在二级医院有机
会见到大医院的医生，一定程度缓解
了患者到大医院就医的压力。但我
认为，看病难与看病贵相比，看病贵
难题还远未解决，需要做更多努力。
看病贵有多种因素，如过度治疗，用药
过量，多种药物联合使用，滥用药物，
检查追求高精尖，过度依赖检查设备，
重复检查等。所以，解决看病贵问题，
需要多管齐下，多种措施并举，如：改
革现行医保政策，解决门诊看病报销
的问题；大力推广简便、有效的中医药
治疗，倡导非药物治疗等。

作为一名医生，想患者之所想、急
患者之所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为患者实实在在解除病痛、减轻
经济负担，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结合自己的临床与观察，我认为，倡
导非药物疗法其中包括针刀疗法，真
的是破解看病贵难题的一种不错的
思路。3

□盛会

谣言害人，但“旧谣新传”危害更

甚。现实中最容易“旧谣新传”的谣

言，往往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儿

童走失、食品安全、财产安全、健康知

识等。虽然权威部门曾经发布过辟

谣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并非所

有看过谣言的网民都能接收到辟谣

信息。于是，将信将疑之下，许多人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据相关调查，人身安全、食品安

全、疾病养生，这三大主题的谣言，最

容易反复出现。明智者深感厌恶，嗤

之 以 鼻 ；糊 涂 者 不 加 辨 别 ，焦 虑 转

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

课题——如何避免“谣言在前面飞呀

飞，真相在后面追啊追”的尴尬？

“旧谣新传”层出不穷，究其原因，

从造谣者的角度来看，除少部分具有

恶意外，大多数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片

面逐利，博人眼球，一味追求用户量、点

击量。一则谣言一旦发酵，一传十十

传百百传千千万，很快就是10万+。真

实的原创的内容制作不易，而改头换

面、穿个马甲出来的却轻而易举。相

比之下，搭乘谣言的便车，肯定划算很

多。正所谓真相越来越少，谣言就会

越来越多。再看传谣者，一些人的随

手转发，客观上也助长了谣言的传播。

说一千道一万，根源在于造谣、

传谣的“成本”太低。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

释》中，有“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

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

5000 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 500

次以上”的司法标准，对照此标准，很

多人传谣的行为已构成入刑的条件。

但实际上，对于那些借谣言来进行自

媒体账号运营的人来说，面临的处罚

往往不过是删文了事。对谣言的惩戒

力度偏轻，或者说囿于取证难、定性难

而无法追究，造谣、传谣的风险太小，

谣言就容易滋生蔓延。

无论是新谣言，还是旧谣言，都

是对社会秩序的公然戕害。因此，必

须加大执法力度，提高造谣、传谣的

“成本”，从而让人们不敢也不能再做

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3

最近，乡下一位大伯说起一件
事：前些天，一位与之结对的乡干部
来他家走访，当得知他在田里干活
时，这位乡干部就马上赶到了田头，
卷起裤腿，一边和他一起干活，一边
了解他的困难需求。老伯说，真是遇
上了一位好干部。

记得二三十年前，无论是县里干
部，还是乡里干部，每每下乡进村走
访调研，不是在农家，就是在地头，尤
其是遇上群众种田、收获的大忙季
节，他们都会下田和群众一起边干农
活边拉家常。群众亲切地称这样的
干部为“泥腿子干部”。

可是现如今，一些干部变了。有
的虽然也与困难群众结对子，但仅仅
只是把其视为一项任务，一年到头难
得下乡进户看望一次。有的即使去
了，也是寒暄几句，或者象征性地送
来一点米、面、油等，连屁股都没坐

热，半袋烟的工夫就走人了。有的甚
至以工作繁忙为由，干脆年年都派个
秘书“代劳”一下，而本人连结对的困
难户长什么样儿都不知道，更别提帮
助结对的困难户出谋划策、脱贫致富
了。如此“甩手”的干部，怎么能够赢
得群众的拥护？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首先应该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其
位,谋其政，多为群众谋利益；其次要
把群众的冷暖始终放在心中，知民
情，解民忧，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实
际困难和问题；再者，一定要与群众
真正打成一片，多与群众交心，努力
做“泥腿子干部”，且莫做“甩手干
部”。我们的干部只要经常下乡，与
群众打成一片，就一定能够赢得民心、
赢得赞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
护。总之一句话，“泥腿子干部”多多
益善。3 (叶金福)

46岁的门发生是永城市演集镇代
王楼村农民。不幸的是，正值壮年的他
患上了胃癌，今年4月第二次做手术治
疗。

门发生家并不富裕，儿女正在上
学，家里除了种地收入，并无其他经济
来源。一场大病，让他家雪上加霜，他
只好借钱做手术。

门发生住院手术期间，王登科、王
兴民等 7户邻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虽然邻居们都不富裕，但他们还是聚集
到一起，商量如何为门发生捐款，帮助
他家解决困难。

于是，王登科找到代王楼村支书贾
海超，说了邻居们的想法。贾海超不仅
表示赞成，而且立即掏出500元捐款。

4月 17日，王登科、王兴民等打着
募捐的条幅在村里宣传，希望大家都能
伸出援助之手，献出一份爱心。在他们
的带动下，许多村民踊跃捐款。

第二天，当村民代表将 4275 元
捐款送到医院时，门发生一家感动得
不知说啥好。5 月 7 日，村民们再次
捐款 1200 元。目前，村里正在组织
干部群众继续捐款，帮助门发生家渡
过难关。3 (李世民)

为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博爱县检
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科的检察官近
日深入全县多所学校附近的文具店及
小卖铺暗访，发现有多家文具店在销
售水晶泥。该产品既无使用说明，也
无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属“三无产
品”。针对上述问题，检察院未检科立
即向工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建
议对全县中小学周边文具店进行排
查，对存在违法销售水晶泥的行为予
以查处，并建议对校园周边商贩加强
法制教育，保证销售物品质量安全。

工商部门收到建议后及时安排
部署，以校园周边文具店、玩具店为

重点检查对象，查看其是否存在销售
水晶泥、硼砂水等“三无”玩具、文具
等行为，发现的问题商品一律下架退
市，并依法对违法经营行为予以查
处。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积极督促
经营者认真落实《产品质量法》，建
立、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把好商
品安全关，依法不得采购、销售对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有害、存在安全隐患
的商品。

同时，提醒引导孩子树立安全意
识，选购使用合格文具，在购买玩具时
看清产品标识，不接触危险物品。3

（孙建设 曹金虎）

“这些路灯白天看起来挺气派
的，可晚上一次都没亮过！”“路灯成
了摆设，花这些钱有啥用？”近日，到
基层乡村走访，谈起一些乡村街道
两侧的路灯时，群众颇有怨言。

按说，在乡村街道两侧安装路
灯，不仅可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看到华灯初上的夜景，而且更为重
要的是可以方便群众夜间出行，提
升村民们的安全感。路灯为何“失
明”？询问得知，一部分路灯是年久
失修的“半拉子工程”，一部分路灯
则是中看不中用的“面子工程”。当

初安装这些路灯，就是为了迎接上
级领导检查视察，或是为了达到涉
农项目验收的硬性指标。“摆设路
灯”劳民伤财，亮了面子，伤了民心。

让路灯照亮乡村的夜晚，不仅
需要力戒形式主义和拍脑袋决策的
歪风邪气，更需要上级领导、管理部
门经常深入基层，微服私访，在夜间
发现和整改类似路灯“失明”的问
题。只有农民的心里亮堂堂，乡村
振兴才会指日可待，农民才会阔步
奔向小康。3

（焦风光）

近来，央视曝光了好几种所谓的
“神药”，其套路基本上都是以夸大其
词的宣传来欺骗消费者尤其是老年
人，致使许多老年人上当受骗，损失
惨重。

骗子的欺骗手法主要有三：一是
貌似正规的健康普查。骗子到社区、
广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的地方，以医
学院实习生或毕业生之名给老年人免
费体检、健康普查，赢得老年人的信
任。二是用先进的检查仪器唬人。正
常情况下，同样一台仪器给同一个人
检测，数据应是一样的。但骗子利用
仪器不同的模式就能测出不同的数
据，用另一种模式就“不健康”了。三
是冒充国内顶级医学专家。介绍所谓
的专家时说皆毕业于各大医学院校，
在某类疾病上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事
实上这些人甚至连中学都没毕业。

骗子之所以把黑手伸向老年人，
一是由于老年人渴望健康，有着强烈
的保健愿望和需求；二是老年人相对
封闭，缺乏对新骗术的防范意识；三是
老年人生活节俭，易产生贪小便宜心
理；四是缘于空巢之痛。许多老年人
独居，老伴和子女不在身边。

让老年人不上当受骗，需要全社
会都来关爱老年人。首先政府及主
管部门要加强监管，规范医药市场；
其次要广泛宣传，在老年人中普及保
健养生知识，增强老人防止上当的

“免疫力”；再次要多组织包括对老人
进行健康普查在内的公益活动；最后
就是子女们要常回家看看，多陪陪老
年人，了解其所思所需，帮助其科学
养生。以此斩断伸向老年人的“神
药”黑手，让骗子们无机可乘。3

（高国春）

城市街道两边的宣传栏，本为
方便群众而设，但漫步街头，笔者发
现一些地方的宣传栏破损严重，有
的还被各种小广告所充斥。这些广
告有家教类、房屋出租类、招聘信息
类等，横七竖八地占满了宣传栏，不
仅影响居民查看宣传知识，而且影
响城市形象。

宣传栏是为居民提供最新资讯
的窗口，也是居民掌握科普知识等
的重要渠道。设立和管理宣传栏的
主体大多是社区居委会，面对社区
宣传栏存在的种种问题，各个社区
居委会应有所作为。

管理好宣传栏，需要城市管理者
给予经费投入，把宣传栏建设作为城
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安
排专人管理，每天及时更换内容信
息，常换常新。宣传栏的公益广告也
不能一劳永逸，应与时俱进，发现有
损坏的应马上撤换，使宣传栏切实发
挥应有的宣传作用。

每一个居民都有义务维护宣传
栏，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素质，争做文
明居民，自觉爱护好宣传栏，不要随
意破坏；一方面要争做志愿者，定期
参与维护宣传栏，保持宣传栏的干
净整洁。3 (宛诗平)

我家住新郑市黄水路华龙一巷9
号，距主干道有百十米，附近只有居
民区的民房。2017年6月，我家邻居
在未事先告知、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
下，砸掉了我家后窗雨搭，在我家后
墙上搭简易棚，并在紧邻我卧室后窗
处摆放3台大型机器设备，经营弹棉
花、加工被套的生意，机器噪音严重
影响我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本着和睦相处的原则，我多次劝
告对方：只要把噪声控制住，不打扰到
我家就行。但对方始终没有采取防治
和改善措施。无奈，我只好将此事反
映到新建路街道办。他们说：人家在
自家院内经营，有营业证，属合法经营。

2018年1月，我又到新郑市信访

局反映，信访局受理后转交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执法局受理后
于2月8日到我卧室内检测噪声，检测
结果显示噪音最大值63.4分贝，最小
值40.9分贝，平均值是53.3分贝。执
法局的处理意见是，按国家标准，1类
居民区昼 55分贝，没有超出国家标
准，人家属于合法行为。

查阅相关法律后，我提出 55分
贝是国家规定的室外测量标准，在室
内检测时应低于室外10分贝作为检
测依据，但执法局不认为其噪音超
标，然后就没有了下文。如今，机器
仍然轰鸣，噪声仍在持续，影响我一
家人的正常生活。3

（周宝升）

泥腿子干部多多益善

斩断伸向老年人的“神药”黑手

我室内的噪音到底超标了没

5月11日，到汝州市临汝镇临东村麦田观看小麦长势，发现地里有的农田机井，井口
没有护栏，没有盖子，没有机井房，更没有任何安全提示标志，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附
近浇地的水渠早已损坏，无法发挥灌溉作用。3 闫永申 摄

井口无盖
水渠损坏
谁来管

莫让乡村路灯成摆设

以检察建议促校园环境整治

村民患大病 邻居齐捐款

宣传栏要及时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