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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切除能
“复活”
！体检曝乱象
还需要进一步更细致的检查

为考验丈夫感情
女子藏匿儿子报假警

护士冒充医生、血液丢掉不检照给正常结
果……近日一家体检机构负责人对体检乱象的
爆料，引发公众热议。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问题愈加重视，
体检行业的市场需求呈爆发式增长。与此同
时，误检错检频发、自己不做体检靠当“二道
贩子”赚回扣等乱象，让人大跌眼镜。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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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结果暴露行业漏洞

海南的韩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让他
哭笑不得的事：2016 年 7 月，韩先生在
海口市人民医院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但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9 月先后两次在
海口某民营体检中心体检时，检查报告
均显示“胆囊大小形态正常，壁不厚，
腔内未见明显异常回声”。
该体检中心回应称，这主要是因为
体检系统有纰漏，磁条需要更新换代。
对于这种解释，海口某三甲医院放射科
医师表示，体检系统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较小，很有可能是检查医师操作失误。
无独有偶，在海南省海口市另一家
医院体检中心，做过胆囊微创切除术的
郭先生也曾被检查出胆囊正常，令他啼
笑皆非。“体检中心工作人员在电话中
对工作出错致歉，并提出免费给我的一
位家人做次体检作为补偿。”郭先生说。
2018 年，多家连锁体检机构和医
院体检中心被曝出错检、误诊等问题。
其中，今年 7 月底，美年大健康体检中
心下属机构广州美年富海门诊部被曝存
在使用“冒牌”医生等问题。广州市天
河区卫计局对此调查认为，该体检机构
部分 B 超检查报告未经医生审核，由其
他医生“冒名”发出，并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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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贩子”成潜规则

今年 10 月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发
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健康体检机构管
理促进健康体检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的通
知》 要求，“健康体检机构应当明确本
机构开展的健康体检服务项目和价格并
进行公示，采用套餐、打包等方式收费
时应当明确分项收费明细。”
记者走访多家体检中心发现，一些
体检中心并没有将套餐分项价格明细进
行公示，部分机构仅在院内做了项目价
格表，而套餐项目的单项价格仍不明确。
一些体检中心还推出打一折的“诱
惑”套餐价格。
“我们还在沿用‘五一’的
优惠活动，这款原价 7000 元的套餐现
在只要 699 元，差不多打一折。”美年
大健康北京宣武门分院一工作人员说。
这份套餐的项目超过 45 项，其中包含多
项肿瘤筛查项目和抑癌基因检测项目，
“超低”折扣让人对检测质量产生怀疑。
该工作人员解释，这款是特价。
业内人士反映，一些国有大型医院
和医学类院校的体检中心知名度高、业
务量大。有些医学院校的体检中心工作
人员当起了“二道贩子”
，自己不做体检，
而是把“送上门”
的单子转手给其他缺乏
客源的体检中心，
从中赚取大量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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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项目价格相差 10 倍

体检乱象的背后，是行业内无序竞
争的价格战。海南省一家体检机构负责
人介绍，有些体检机构把价格压得很
低，根本没利润，其中有的体检机构就
会为了生存下去进行造假。
比如同样的检测项目，价格悬殊竟
然达 10 倍以上。记者在北京一家体检
中心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推荐了烟酒
代谢基因检测 6 项，300 元。而同样的检
测项目在杭州军缘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官
网上，
市场价标为 3800 元，
现价 1980 元。
当问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价时，
军缘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
不大好解释清楚，主要是因为基因检测
都是跟外面机构合作的项目，渠道不
同，检测机构不一样。
”
“为吸引客户，部分体检中心还会
推出一些国家未批准的检查项目，有些
检查项目对临床没有参考价值。”业内
人士吴先生说。
为了体检行业有序发展，
受访的多名
体检机构负责人建议通过政府监管部门、
体检机构行业协会等多方共同约束价格
战乱象。一方面，
要对造假的体检中心加
大查处力度，
另一方面，
也需要加强行业
自律，
制定相关规范约定。
据新华社

突发疾病，油罐车司机用最后一点力气将车停稳

寒夜里的“双闪”是他最后的表情
漆黑的夜晚、6 米多宽的路面、呼啸
而过的车辆、前后 100 米处急转弯车道、
几十米外的油气管道……51 岁的辽河
油田司机张善哲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忍
着剧痛将 12 米长、载有 28 吨热油的正在
行驶的油罐车稳稳地停靠在路边，脚踩
刹车启动双闪后一头倒在方向盘上。
事后，所有人都捏了一把冷汗：如果
车辆失控，满载热油的罐车就很可能与
对面疾驰的车辆发生碰撞或倾翻，造成
爆炸、起火、污染……短短的十几秒的坚
持，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将车停稳
“天黑了，一定要慢点!”这是张善哲
对同班司机陈金玉说的最后一句话。
GPS 卫星车辆监控系统记录下了 5
分钟内发生的一切:11 月 21 日 17 时 39
分，张善哲驾驶油罐车，从沈四联合站出
发驶往沈二联合站；17 时 44 分，车靠右
停靠在新民市双程堡村东南 1.66 公里马
路一侧，打着双闪。随后到达的陈金玉
感觉情况不对，立刻下车查看。
“一打开
车门，发现他头倒在方向盘上，口吐白

沫、大汗淋漓、昏迷不醒，右脚却牢牢踩
着脚刹，我赶紧拨打了
‘120’。”
经检查，张善哲被诊断为脑动脉血
管瘤破裂，已无法救治。据医生介绍，
此
病发病特征为瞬间发作，
患者会感到“头
要炸开”般的剧烈疼痛，
清醒时间极短。
“当我赶到现场时，
车辆笔直地停靠
在路边，还没熄火，在他疼痛难忍的时
刻，他第一件想到的事还是把车停好。”
车队副大队长王者伟说。如果当时车辆
失控，满载热油的罐车可能造成非常危
险的起火或爆炸！
“是强烈的责任心和高
超的技术支撑他完成了最后的动作。”
想
到这一切王者伟心情难以平静。

他是
“铁人”
也是
“暖男”
1990 年，张善哲从部队转业来到中
石油辽河油田沈阳采油厂作业大队，成
为一名作业工人。15 年的兢兢业业，让
他成为工友们心服口服的“铁人”。2005
年，张善哲来到沈阳采油厂机动采油大
队做汽车驾驶员，他又把“铁人”精神带
到了新单位。至今为止，张善哲安全行
驶 30 万公里，没有发生一起事故。

社会万象

铁汉也有柔情。在张善哲的家中，
70 多平方米的房间布置得很温馨，尤其
是每个房间挂的十字绣格外显眼，
“前几
天 我 才和他 一起绣 完一幅《清明 上河
图》，送给他妹妹了。
”妻子王春丽眼睛盯
着墙上十字绣，
眼里噙满泪水。
张善哲不仅孝顺自己的父母，十几
年前还主动把妻子的父母接到身边照
顾。
“去年我爸病重住院，老张守在医院
没日没夜地服侍，直到陪老人走完最后
一程。
就冲这一点，
我这辈子没嫁错人！”
张善哲居住的小区中退休职工较
多，平常帮老人提东西上楼、帮各家各
户修水电是常事。提到张善哲，同住
22 年的老邻居们有说不尽的称赞。“楼
下的自行车棚是他在维护，小区里供大
家消闲的石桌石凳是他一块块砌起来
的。这些天一闭眼睛就是他的影子。”
老邻居徐宪平感叹地说。
“老张的方向盘握出了高度，握出
了运输人的责任！哪怕是生命的最后一
刻也不走样！
”
“向平凡的岗位工人致敬，
他们撑起
了我们的职业观、道德观。”
张善哲走了，
网民们的感动仍在继续。
据新华社

日前，
媒体报道“浙江乐清一男孩失
联 5 天，家人悬赏 50 万元求线索”一事引
发关注。12 月 5 日 2 时 30 分，省乐清市
公安局官方微博@乐清公安通报称，失
踪男孩黄某已于 12 月 4 日 22 时 48 分找
到，
警方确认其人身安全和基本健康。
据通报，11 月 30 日 19 时 13 分，乐清
市公安局接市民陈女士报警求助称：其
11 岁的儿子黄某于 30 日下午在城东街
道某小学放学回家途中失联。
经查，原来孩子的妈妈陈女士和丈
夫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丈夫一直在外
经商，
可能相聚的时间短暂，
感情就很容
易出现问题，而陈女士为了证明丈夫对
自己和儿子是否关心、重视，
蓄意策划了
该场“小孩失踪案”。目前，男孩的母亲
已被警方控制。
晚综

大连交警
“漫画哥”
用画笔传播正能量

王勋画的漫画“
王勋画的漫画
“大雨来袭
大雨来袭”
”
。
今年 27 岁的王勋，在交警岗位已
经工作有 5 年了，他用业余时间创作大
连交警系列漫画，用温暖的画笔和朴实
的作品打动了无数网友，在网络上迅速
走红后，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交警漫画
哥”。12 月 4 日，记者见到了骑着警用
摩托车，刚完成巡逻任务的王勋。
王勋告诉记者，“工作再辛苦都不
怕，就怕违法的驾驶人不配合，也难免
会受到一些委屈，起初只想用画笔来倾
诉交警心中的委屈，没事儿就画上几
笔，在朋友圈里发一发，没想到大家都
很感兴趣，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王勋用画笔展示了大连交警平凡的
生活，也借用风趣诙谐的漫画警示驾驶
人文明出行。现在他已经创作近 200 幅
大连交警系列漫画。同时，王勋也希望
更多的人能通过他的漫画愉快地学习交
通安全常识知识，共同营造平安顺畅的
交通环境。
据 《半岛晨报》

打网游遇
“猪队友”
小伙气晕被送医
上周日 20 时许，一辆 120 救护车呼
啸着驶进江苏常州二院阳湖院区，一名
年轻的小伙子小路 （化名） 被紧急送入
抢救大厅。他呼吸又深又急，四肢肌肉
僵硬无法动弹，意识也有些模糊。
等小伙子情况稳定下来后，医护人
员对他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原来，发
病前，小路正在专心致志打王者荣耀，
可是匹配到的队友一个比一个“菜”，
结果游戏以失败告终。小伙子心里气得
不行，感到呼吸越来越费力。幸好舍友
们将他送到了医院。
晚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