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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

月
"#

日电 !记者 熊琳

梁冬"

!

月
"#

日
"$

时左右! 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北满特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

在出诊过程中被一名男子用钝器猛击头部!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部分医务人员认为!近年来我国#伤医$

#杀医$案件发生频繁!已经严重影响到医务

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医疗工作秩序% 尽管法律

已经惩戒凶手!但仍难控制杀医案件频繁发

生" 医务工作者呼吁能够尽快完善机制体

制!建立保护医生和就医环境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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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

时左右! 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北满特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在

出诊过程中!被一名突然闯进诊室的男子用

钝器猛击头部!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齐齐哈

尔市公安局富拉尔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接

到群众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将行凶后欲

逃跑的犯罪嫌疑人齐某某抓获" 案件经审理

查明!该案被确定为一起故意报复杀害医生

案件"

据记者从卫生及公安部门获得的消息!

患者齐某某暂住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北

兴岗西社区!在春节前曾因治疗鼻部疾病而

赴医院就医" 患者对北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孙东涛治疗结果不满意!遂产生报复心理"

!

月
"#

日上午
"$

时左右!齐某某手持一根长

%$

厘米左右的铁管!闯入该院耳鼻喉科门诊

室!连击孙东涛头部!后被公安民警抓获"

事件发生后!黑龙江省卫计委派出以副

主任带队&医政处工作人员组成的
&

人工作

小组赶赴齐齐哈尔市!协助当地政府和公安

部门了解事件具体情况及最新进展!妥善安

抚被害人家属及当地医务人员情绪!维护医

院诊疗秩序" 目前!案件的详细原因仍在进

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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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多地发生患者伤害医务人

员事件" 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浩被杀案件&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杀医案等" 其中!包括此次发生的齐齐哈尔

杀医案件在内!一些伤医案件发生在耳鼻喉

科科室!引起公众关注"

对于耳鼻喉科成为'高危科室$!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平

分析指出!首先是鼻部的敏感性" 与其他部

位相比!人的面部神经敏感而发达!稍有不

适影响显著!对日常生活构成困扰的同时容

易引起患者情绪变化(其二是患者以青壮年

男性居多!

!$

岁至
&$

岁男性患者群体更易

冲动!客观上增添了危险因素(其三是在实

践中!许多患者手术后鼻腔状况良好!通过

仪器进行第三方检测也认定没有问题!但患

者仍然表示'鼻子不通气$!这也为医学的发

展提出了新课题%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

主任李慧军认为!在我国!一些医院将耳鼻喉

科作为小科室管理% 无论是医院管理层还是

医务人员!甚至是患者!会出现'耳鼻喉疾病

远远不如心脏疾病严重$的认识误区%这种情

况一方面会导致医院在医生人才培养方面难

以形成良好的梯队建设!不利于优秀医务人

员的成长%另一方面!患者一旦诊疗情况并不

如预期!心理会产生落差!认为这种'小病$也

会出问题!医患间容易产生隔阂%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

科主任刘鸣认为!一些病症目前在医学界仍

在研究!尚无定论% 然而部分患者不当甚至

错误使用网络医疗信息!在没有进行复诊的

情况下!直接将自己的身体情况对照网络医

疗信息显示的病症特点'对号入座$% 一些患

者被误导后!直接质问医生的案例也屡见不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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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惩治杀害医生的凶手还远远不

够% $哈尔滨市一家耳鼻喉科负责人告诉记

者! 尽管保护医务人员的规定频繁出台!法

律对凶手也都施以严惩!但'一命抵一命$并

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医务人员需要更加有效

的保护%

部分医务人员认为!我国仍然需要继续

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缓解医患矛

盾% 在微观层面要建立保护医生人身安全的

具体实施细则!在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普及

以及医生安全保护等领域建立行之有效的

具体实施措施%

'比如说!现在很多医院通过刷卡控制

患者出入!实际上并没有明显效力% $一位耳

鼻喉科医生告诉记者!他和同事们讨论时认

为!应当在医院建立'安全门$!如果发现铁

器等明显危险物品! 能够及时有效提供预

警!减少伤医的可能%

'医患不沟通或者沟通不足都不行% 可

是大医院里耳鼻喉科医生一天一人
'$

名患

者的门诊量!喝水都没时间!哪儿还有时间

跟患者沟通) $一位医生说!'应加大公众对

于健康知识的知晓率! 完善分级诊疗制度!

这些制度在实践中落到实处!医患关系就会

获得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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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

月
"#

日电 !记者 詹奕

嘉" 记者
"'

日上午从广州市检察院获悉!

广州检察机关决定逮捕广州建业大厦失火

案多名分别涉嫌渎职&贿赂&行贿的犯罪嫌

疑人!其中
%

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别涉嫌

渎职&贿赂等职务犯罪%

!$"&

年
"!

月
"%

日!广州市起义路'烂

尾楼$建业大厦一楼因电线短路而发生重大

火灾% 事故发生后!广州市检察院反渎职侵

权局联动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

局成立专案调查组!介入对火灾事故背后所

涉职务犯罪调查%

经广州检方初步查明!相关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在广州建业大厦复建盘活&消防监督

执法工作过程中!不依法履职!疏于监管!导

致建业大厦长期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

引发重大火灾事故!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

大损失% 据评估!该火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
($$$

多万元%

今年
"

月
!&

日至
!)

日!广州检察机关

分别以涉嫌渎职&贿赂犯罪决定逮捕广州市

司法局调解工作管理处原副处长林建树!越

秀区公安分局交通防火大队原副大队长陈

运桥&主任科员陈裕蓉!越秀区公安分局光

塔街派出所原所长黄理川&民警黄觉锋等
%

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涉嫌行贿罪决定逮

捕某消防设计安装有限公司经理林楚强&业

务经理邓伟谊%

因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被批捕的建业

大厦实际控制人黎容桥!也于同时被广州检

方以涉嫌行贿罪追加立案%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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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北京警方公

布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禁酒令$实行一个半

月来!

$"

名民警因婚丧嫁娶等特殊原因提

交饮酒申请% 因理由正当!这些申请均在半

日内得到批准%

今年
"

月
"

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台'禁

酒令$! 规定民警除在家饮酒或经过报告审

批外!一律不得饮酒%一旦违反'禁酒令$!民

警将会在全局范围内被通报批评!直至面临

禁闭&停职&调离本岗位% 同时!各单位还建

立民警饮酒申请&批准&报备基础工作台账!

以便完成后续监管%

北京警方表示!在严格检查的同时!'禁

酒令$并没有强迫民警与酒绝缘!而是规定!

民警除在家饮酒被准许外!有正当理由经过

报批后也可以饮酒%'禁酒令$实行一个半月

来!

$"

名民警因婚丧嫁娶等特殊原因提交

饮酒申请!因理由正当!这些申请均在半日

内得到批准%北京市公安局纪委书记马燕军

表示!禁酒令不是一刀切式的禁止!而是通

过疏堵结合的有效方式!掌握并关心饮酒后

的民警动态!逐渐引导民警用健康&积极的

方式减压%

据北京警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报批程序

共分三档!即市局党委委员&单位双正职领

导喝酒!需要直接向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申

请! 并在督察部门和勤务指挥部门备案(单

位副职需向主管领导申请(基层民警则向单

位正职申请批准% 据介绍!'禁酒令$并没有

强迫民警与酒绝缘! 提交申请的
$"

名申请

人员包含领导干部和基层民警%这位负责人

表示!对民警合理的饮酒申请要批准!即便

不批准!也要给出合理解释%一旦违反'禁酒

令$!民警将会在全局范围内被通报批评!直

至面临禁闭&停职&调离本岗位%

警察要适应在长期值班&加班的强度下

完成高质量的警务工作!需要时刻保持理性

清醒% 警方表示'禁酒令$的出台!可以说是

出于对民警的保护% 因此!'禁酒令$既是工

作需要也是爱警举措% !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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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贵阳机场用除冰机清除飞机机身覆冰$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贵州省贵阳市当

日凌晨降下大雪#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跑道和停机坪积雪#机场关闭至中午
"!

时
"$

分才重

新开放#

%$

余架次航班受影响#上千旅客滞留贵阳机场$ 李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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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记者 丁文

杰 谭畅" 因学校不同意在校园内为其父亲

办丧事搭灵堂!湖南常德市一公安分局治安

大队副大队长竟然带领亲属跑到学校指责

校长! 其母更是在办公室内公然向校长泼

粪%针对这起在当地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的事

件! 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
"#

日晚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涉事民警已于
"#

日

被免职! 其母亲也因泼粪行为已被治安拘

留%

据了解!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治安大

队副大队长陈慧敏的父亲系常德汽车机电

学校退休教师!近日去世后!其家属与学校

就搭设灵棚问题产生纠纷%陈慧敏坚持要就

近在校园内搭建灵棚治丧!而学校认为应到

殡仪馆治丧!否则学校将不参与%

"*

日上午! 陈慧敏与多名家属来到常

德汽车机电学校校长张力的办公室!指责张

力没有带领学校班子成员吊唁%在要求张力

代表学校道歉未果后!陈慧敏的母亲李某某

在亲属的陪伴下走进办公室!掏出一塑料罐

粪便向张力泼去!使其全身及办公室沾满粪

便%

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
"#

日晚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对李某某实施泼粪侮辱他人的

违法行为依*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治安拘

留
"$

天!罚款
%$$

元%对涉事民警陈慧敏先

行免职!交由市纪委处理%

武陵公安分局表示!坚决维护法律的公

平和公正!任何人违反了法律法规一律打击

和查处到位!欢迎广大群众&社会各界及新

闻媒体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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