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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２０13年8月21日 星期三10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实习生 黄猛根

衡阳市居民谢华玲为了维权，每
天冒着酷暑、拖着病残之躯到衡阳市
康阳骨科医院讨说法。 日前，记者在
该医院看到了这令人痛心的一幕。

医生粗心大意
小手术害得患者致残
在衡阳市康阳骨科医院，谢华玲

对记者讲述了自己不堪回首的求医
经历。

2012年9月18日， 她因左手尺骨
鹰嘴骨折来到衡阳市康阳骨科医院
进行治疗。 这本是一个难度很小的手
术，可术后不久却出现左前臂无法旋
转的异常情况。 她多次向主刀的该院
院长陈树东反映， 他却未引起重视，
只是一味地说是正常现象，过一段时
间就会好。 但一个多月过去了，因左
手臂仍旧无法旋转， 她心急如焚，告
诉院方自己要到外地的大医院去检
查。 10月28日，该医院组织人员会诊，
认为是因为左臂固定尺骨鹰嘴克氏
针过长，影响了旋转功能。 11月3日，
医院给她进行了二次手术，将克氏针
铰短。 但由于医院耽误了最佳手术时

间，手术后的效果并不好，她的手臂
仍旧无法旋转。 11月30日，她在南华
大学附一医院做CT显示， 左桡骨头
部骨折， 局部出现骨痂和异位骨化，
严重影响了左臂旋转功能。

今年4月11日， 衡阳市医学会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 由于医方手术失
误，克氏针过长，穿破骨间膜，进入桡
骨粗隆，引起骨位异化。 患者左前臂
旋转功能障碍与医方手术失误有主
要因果关系， 构成三级丁等医疗事
故，患者已构成九级伤残，医方承担
主要责任。 责任分清后，谢华玲要求
继续治疗，可医院却找出各种借口不
给钱，病情一天天延误。

多次协商不成功
患者继续治疗难成行
衡阳市康阳骨科医院一名姓欧

阳的负责人说， 由于医院的失误，确
实给患者造成了伤害。 医院同意先拿
10万元钱给患者到北京继续治疗，但
患者始终不接受。 医院也同意一次性
补偿，但患者也不提出要赔偿的具体
数目，只是一味地来医院闹事，他也
成天疲于应付此事。

真是患者得理不饶人吗？ 谢华玲
告诉记者，左前臂无法旋转，给她带

来了很大痛苦。 她才41岁，上有老，下
有小， 迫不及待地盼望着继续治疗。
她到长沙、北京、上海等地求诊，在排
队等候多月后，北京积水潭医院答应
给她做手术，并要她准备好4至6万元
手术费， 加上生活费等至少要10万
元。 可她家困难，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找医院，医院虽然同意给钱，但要求
她必须签下协议，而这协议完全就是
一个陷阱。

记者在谢华玲出示的一份7月17
日的协议书上看到：首先，院方声称
是因种种原因造成患者左前臂无法
旋转， 回避自己的手术失误责任；其
次，院方称是借钱给患者治病；最重
要的是，本次治疗后，如患者左前臂
功能恢复正常，则医患双方终止一切
关系，如治疗后功能仍未恢复或加重
致残等级，医方不负任何责任。 这样
一份明显有失公平的协议，难怪患者
无法接受。

对此，该院姓欧阳的负责人解释
说，这是第一份协议，确实有不完善
的地方。他拿出了7月23日和7月24日
由院方草拟的协议。 这两份协议较第
一份协议从字面上看起来有利患者
一些，借款改成了预付，医方还承担
患者左手臂功能康复费用。 但协议同

时又提出，医院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提供患者去外地治疗的费用，如再次
治疗后出现加重伤残等级，经有关部
门处理后， 医患双方承担其相应责
任； 同时还提出此次调解为最终调
解。

谢华玲认为，这样的协议仍暗藏
陷阱： 明明是医院的失误造成她致
残， 医院应承担其继续治疗的费用，
不存在人道主义一说；另外，如果继
续治疗加重伤残等级，无论如何都怪
不到患者的头上，她不存在为此承担
任何责任。 对于最终调解的说法，谢
华玲也不敢签字，担心以后再与医院
有纠纷，对自己不利。

一场医疗事故发生后， 医患双方
往往为承担责任的多少而争议不休：
一些医院在处理医患纠纷时， 总担心
对方得理不让人、漫天要价，因此，即
使是对已明确的医疗事故， 他们也不
愿向患者认错，人为地增加了矛盾。而
患者不仅肉体上受尽折磨， 精神上也
得不到任何慰藉， 内心的愤怒可想而
知。 这样一来，医院不得安宁，患者也
往往失去挽救治疗的最佳时机。 希望
衡阳市康阳骨科医院负起应负的责
任，尽快解决医疗纠纷。 延误治疗，只
会加深矛盾，最终对医患双方都不利。

投诉人：村民
我们是株洲县王十万乡挽洲村

村民 。 挽洲村是湘江河段上的一个
岛村 ， 岛上有 1000多口人 。 近年
来 ， 在我村周围采砂的船只很多 ，
近期就有20多条船围着岛边不断地
挖 。 这样下去很容易造成岛边坍塌
和泥土流失 ， 直接危及岛上村民住
所和生命安全 。 希望有关部门管一
管， 保护我们的家园。
受理记者（实习生）：黄猛根

近日，记者就此向株洲县水利局
了解情况，该局回复称，2010年10月，
该县将河道非禁采区的砂石开采权

进行了竞拍有偿出让，期限为3年，成
立了5个合法砂石开采企业， 目前登
记在册的采砂船共有60余条。 现在，
挽洲村村民认为目前的禁采区划定
不能有效保护洲岛安全。 但本轮采矿
权拍卖是根据省、市采矿规划依法依
程序进行的，已签订了合同，且离合
同到期时间不长。 县水利局将建议在
下一轮的湘江株洲县段河道采砂权
拍卖中， 采纳村民要求保护洲岛、扩
大非禁采区的想法。 此外，在目前的
开采过程中，该局将加强对采砂船的
监督管理， 维护正常的采砂秩序，确
保河堤和挽洲岛的安全。

投诉人：罗女士
我在外地工作，户口在邵阳，现在

要转户口到外地。 我家人到邵阳市昭
陵西路计生办为我办理流动人口婚育
证，但他们说要到社区居委会去办，但
社区居委会又要我到原居住地隆回县
计生服务站孕检然后出具孕检证明，
否则不给办理。我未婚，也开了未婚证
明， 原居住地隆回县计生服务站也说
未婚的不需要孕检。 我该怎么办？ 此
外， 社区居委会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
还 要 收 押 金 ，3年 收 900元 ，5年 收
1500元，如果违反就没收押金。 请问
这是哪里来的规定？ 我托人跑了好多
趟都没办成，为何这般折腾老百姓。
受理记者（实习生）：黄猛根

经了解，罗女士数年前将户口从
隆回县周旺镇迁到了邵阳市双清区。
8月9日和12日，记者分别致电邵阳市

和隆回县流动人口管理站，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由于罗女士未婚，所以在
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时不需要办理
孕检，也无需交纳罗女士所反映的押
金。 按政策规定，流动人口婚育证需
要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现罗女士虽然
户籍迁移到了邵阳市，但计生管理关
系仍在老家隆回县，因此需要通过计
生办将计生管理关系移交到邵阳市
后才能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 对此，
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为罗女士办理
计生关系转移，并且将相关的联系方
式告知了罗女士，以免罗女士的家人
再次白跑一趟。

记者在此提醒迁了户口的朋友，
在办理之前务必到相关计生机构查
明自己的计生管理关系是否随户口
一起转移到了户籍所在地，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

投诉人：小张
我是湘潭县村民 ， 想修个沼气

池，村里说要交700元，我们几户想修
的都交了。 听说政府对农民修沼气池
有补贴，可修沼气池的人说 ，政府补
贴只有900元钱，是给他们当工钱。他
一个人做两天半，外加小半天安装管
子，工资是不是也太高了。 如此补贴
农民能得多少实惠？ 请问修一个沼气
池政府到底补贴多少，又是怎么操作
的呢？
受理记者（实习生）：黄猛根

日前， 记者联系到了湘潭县能源
局一位姓方的负责人。他解释说，农村
修沼气池的补贴标准是国家统一的，
沼气池统一大小为10立方米， 补贴金

额是1600元，以实物形式发放，包括
一套管道工具、一吨半水泥、标识牌、
安全使用手册和安全挂图， 此外还包
括500元技术工作人员的工资。

那么村民还需上交的700元是什
么款项呢？ 该负责人说，这是组织修
建沼气池的自筹款， 一般标准为560
元，其中含200元技术人员工资，由于
建一个沼气池需人工费用700元，政
府补贴500元， 所以还需农户自筹
200元工人工资。还有PVC主管，规格
不同的气柜，以及材料运输费。 而由
于运输距离的不同，会有一定的费用
差异，因此自筹款可能会超过560元。
如果农民需要加大沼气池，多出的费
用及管道等还是要农民自理。

走失7年回乡寻亲
民警相助一家团圆

“警察同志，我们一家3口从贵州遵义来。 我老婆7年前
从新晃走失到贵州，现在她想找回自己的家人，请你们帮帮
我们。 ”8月12日上午，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女孩走进新晃侗
族自治县公安局波洲派出所值班室，男子向民警说明来意。

民警通过询问得知该男子是贵州人。 女子姓张， 新晃
人， 轻微智力障碍，7年前随人到贵州后走失， 随后四处流
浪，最后流落到遵义市，被该男子收留并生活在一起，生下
了一名女孩。 7年来，张某无时无刻不思念牵挂着自己的家
人，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家人。 但在她的记忆中，只有一个
叫波洲的地名，家人姓名、家庭地址都不记得了。 新晃几十
万人口，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张某的家人，这让民警犯了
难。 民警随后在与张女士不断地询问交流中，觉得她讲话的
口音很像该县大湾罗乡一带的土话， 于是民警马上联系了
大湾罗乡、波洲镇政府工作人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终
于了解到，在大湾罗乡水洞村有一户姓张的人家7年前走失
过一名女儿。 民警马上将这户姓张的户主照片调出来让张
女士进行辨认，张女士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民警马上联系上张女士的家人。 当张女士家人来到派
出所，双方一见面就互相认出是失散多年的亲人，顿时抱头
痛哭。 张女士的父亲非常激动，感谢民警在有生之年让自己
找到了女儿。 罗明媚 雷和仁

人大代表跨省为农民工维权
近日,临澧县人大代表、杉板乡歇驾村汪金平冒着酷暑

奔波千里，为农民工维权的事在乡里传为美谈。
家住杉板乡歇驾村的赵保兵，6月前往广东省韶关市翁

源县铁龙林厂打工。 每天开机车，往返井下，运输铜矿石。 7
月22日，赵保兵在进行变道时，不幸被机车碾压死亡。 事故
发生后，矿老板不愿按新的矿山死亡标准赔偿。 为此，死者
哥哥想到了热情为民解难的县人大代表汪金平。 便给他打
电话，请出面讨回公道。

汪金平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顶着高温来到铁龙林厂。 经
过深入调查，汪金平了解到，该铜矿属民营企业，地处深山
老林，规模不大，人员不多，未给民工投工伤保险。 在赔偿问
题上，矿老板只答应40万元。 汪金平亮出了代表证，细说了
死者家属的难处，按照新的矿山死亡赔偿标准，应赔偿80万
元左右。 经过两天的唇枪舌战，7月24日，好不容易达成一致
意见：该矿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差旅费等共73万元。 汪
金平总算松了口气，可转款时，矿老板又提出了要求，要死
者妻子本人到此签字或书面委托，才能转出。 汪金平再次亮
出代表证担保， 矿老板拗不过他， 将款转到了死者儿子卡
上。 一次跨省维权，终于画上了句号。

龚道沿 朱守卫

编辑同志：
现在，一个人手中拥有多张银行卡已不

再稀奇。 目前，网上便出现了有人以50-500
元不等的价格收购他人多余银行卡的“诱
惑”信息。 对此，人们应该保持警惕。

持卡人出租、转借或出售银行卡是一种
违规违法行为。《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
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
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 ”、“持
卡人出租或转借其信用卡及其账户的，发卡
银行应当责令其改正， 并对其处以1000元
人民币以内的罚款”。

出售闲置银行卡存在很大风险。目前我
国的银行卡属于实名制，卡内储存了许多个
人信息，如果贪图小便宜出售自己名下的银
行卡， 有可能被收卡人用来从事非法活动，
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承担刑事
责任。 目前，收购来的银行卡主要被用于洗
钱、逃税、诈骗、送礼和开店刷信用等行为。
而一旦所售银行卡出现信用问题，最终都会

追溯到核心账户， 会导致个人信用受损，甚
至承担连带责任。

银行卡非法买卖及交易为诈骗、 洗钱、
偷税漏税等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 危害严
重，亟须引起各方重视。 首先是银行卡持卡
人要提高法律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对于闲
置银行卡应及时到银行进行注销，切勿贪图
小便宜，被不法分子利用。 其次是公安部门
应建立更为严格的身份证办理、使用、作废
的制度，减少利用他人遗失身份证办理银行
卡后出售的可能。 另外，银行及其监管部门
应把控好银行卡的申领环节，同时加大员工
遵纪守法意识， 并通过出台严密的防范措
施，让员工按章办事，防止银行内部人员参
与作案，为卡贩子提供便利。

汤华

投诉人：村民
澧县房地产开发商徐某以开发

农业为幌子 ， 在该县张公庙镇黄河
村， 以每亩3万元向当地农民购买了
约60亩土地。但他并不是真正开发农
业，而是改变土地的用途 ，在其祖坟
旁大兴土木，修牌坊、建祠堂、修建娱
乐旅游场所。 过去的良田被其填上了
70-80厘米的水泥砖块、卵石、泥土，
严重破坏了耕地， 我们感到很痛心。
呼吁国土部门管一管。
受理记者：欧金玉

7月下旬， 记者将此投诉转交澧
县国土局调查处理， 该局十分重视，
近日派人到张公庙乡黄河村进行了
实地调查。 经查， 徐某在黄河村南

三撇渠道修建徐氏祠堂,�其用地属徐
氏族人的老宅基地和占用部分废弃
渠道， 该项目在修建过程中， 未经
审批， 国土部门已对其下达停工通
知书。 另外， 黄河村1、 2组， 有几
块低洼地， 经过村民代表同意后，
村支两委将此低洼田面积约37亩
（含水面5亩） 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给
徐某， 并规定所有的低洼地改造后，
只能用于种植高效农作物。 截至目
前， 改造的低洼田还未进行任何种
植和建设。 国土部门表示， 将密切
关注其流转土地用途， 如有违法行
为发生， 一定及时制止， 依法查处。
同时也欢迎群众继续监督， 及时向
国土部门举报。

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湖南在线新闻网站ｗｗｗ．ｈｎｏｌ．ｎｅｔ

富商占良田建祠堂
澧县国土局：将严查违规使用土地行为

河道采砂过度 挽洲村盼保护

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为何这般折腾

建沼气池政府到底补贴多少

记者� 调查

医疗事故患者维权艰难

【身边新风】

【呼吁与建议】

当心银行卡非法买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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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 社区服务站医务人员指导青少年正确施救。 当天，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
街道狮子山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 开展 “关爱生命 文明出行 构建温馨和谐家庭” 为主
题的社区安全教育活动， 进行交通意外、 溺水抢救、 煤气泄漏等安全知识讲座和施救演
练， 增强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