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陈永
刚 通讯员 夏博）昨天和今天，长沙客
管局服务热线84303488连续接到长沙
市民解小姐、刘先生打来的电话，他们
对同一名司机提出了表扬———拾金不
昧的湘A·T5717驾驶员朱泽宁。

14日上午9点半左右， 解小姐从洞
井路与木莲路交叉口搭乘朱师傅的出
租车去中建五局，天气较冷，她穿的是
棉衣，手机放在棉衣口袋里，下车的时
候不小心把手机滑落在出租车上。 好在
下车的时候拿了发票，在万众出租车公
司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解小姐第一时间
拿到了朱师傅送过来的手机。

15日，刘先生从长沙火车站搭乘朱
师傅的出租车去湘雅三医院，在医院挂
号的时候，刘先生发现，自己刚买不到
一个月的苹果6S手机找不到了，里面存
着上千客户和亲朋好友的号码。 刘先生

来到公用电话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
打自己的电话，“你的手机掉在我的出
租车上了，你在哪里，我立刻给你送过
来！ ” 20分钟后，的哥朱泽宁便将手机
送到刘先生的手中。 刘先生激动地从口
袋里掏出钱包要感谢朱师傅，却被谢绝
了， 朱师傅微笑着说：“将失物归还失
主，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

记者从长沙市客管局了解到， 近期
天气变冷后， 各出租车公司和市客管局
服务热线接到的失物认领电话明显增
加，较平常多出3成以上。 该局提醒乘客，
天气变冷了，手机、钱包等放在厚衣服口
袋里，很容易滑出来，外出一定要保管好
自己的物品，并记得索要发票。 如果发现
东西遗失， 要第一时间通过发票上的信
息联系出租车公司，万一没有索取发票，
也可通过上下车的具体时间、 地点向
GPS中心求助，找寻搭乘车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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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舒秋膂 杨洋 李定军

新刑法实施，
“医闹”首要分子
面临3年以上刑罚

拉横幅、堵门静坐、追打医生、
抬尸闹事、漫天要价……

这是“医闹”最常用的手段。 何
谓“医闹”？“医闹”是指患者、患者亲
属及受雇于患者方的群体或个人，
以医疗纠纷等为借口，采取威胁、伤
害医护人员人身安全、 侮辱医护人
员人格或现场滋事、扩大事态、制造
负面影响等形式严重妨碍医疗秩序
的行为。这种非理性维权行为，不但
无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 反而加剧
了医患矛盾。一谈起它，许多医生为
之色变。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
示：2014年发生杀医伤医事件155
起。自2014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受理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26962件， 审结
23001件。

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正
式实施， 明确规定对严重的医闹行
为，可以运用刑法的武器，追究医闹

为首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刑事责任。
该修正案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
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
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
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3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
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医闹”入刑彰显法治刚性
回想起2014年8月那起“医闹”

事件， 岳阳市某医院的邓医生心有
余悸。 那次，因一次医疗纠纷，患者
家属冲进医疗室， 逼迫主治医生下
跪， 并对医院进行粗暴打砸。 该市
200多名医护人员打起“尊重医生、
尊重医院”的横幅，呼吁严惩“医闹”
行为。

“现在‘医闹’入刑，我们像吃了
一颗定心丸，安全感增加了很多！ ”
邓医生对“医闹”入刑持肯定态度。

长沙市李凤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松柏认为，此次将“医闹”上升到
立法层面进行刑法规制， 更加凸显
立法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 为保障
医院公共秩序， 为医生执业提供了
基本的安全保障， 同时也为患者就
诊划了一道法治高压线。 因此，“医
闹”入刑坚决对“小闹小解决、大闹

大解决”说“不” ，彰显了法治刚性，
为潜在医闹者敲响了警钟。

业界人士认为，解决医患矛盾，
仅靠一条法律规定显然不可能。 目
前，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分级诊疗
得不到合理实施，大医院患者集聚，
增加了医院负担， 也导致了看病难
问题。 看病贵、看病难的现状，加上
医患双方专业知识、 医疗信息的天
然不对等，使得彼此互信打了折扣。
因此，“医闹” 入刑虽然能促使医患
矛盾的解决走向理性、 非暴力的途
径， 但相关部门要为群众打通更多
便捷的就医渠道、 实现医患双方信
息对等，从制度上解决看病贵、看病
难问题， 同时通过加强医生与患者
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充分沟通， 从源
头上减少医患矛盾发生， 这才是解
决医闹之困的根本。

岳麓区法院推行
调解医患纠纷新机制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辖区内

医院较多，医疗纠纷时有发生。为妥
善化解医疗纠纷， 岳麓区法院创新
构建了“中立的第三方调处机制”，
使医患双方能平心静气沟通解决纠
纷，营造信任、和谐的就医环境，收
到了良好效果。

早在2012年12月14日，岳麓区
法院在湘雅三医院挂牌设立了全省
首个“医疗纠纷专项调解室”，开辟
了医疗纠纷解决的“第三方中立调
处”新渠道。 该机制建立后，区法院
派专人负责联络医院和区司法局，
根据医疗纠纷调处的实际情况，通
过巡回指导、人员培训、司法确认、
联席会议等方式切实加强调解室的
工作，发挥派驻调解室的职能作用，
增强医患互信，妥善化解医疗纠纷。

岳麓区法院的理念是， 医疗纠
纷发生后， 医生与患者往往各执一
词， 打医疗损害赔偿官司更是旷日
持久。一场官司下来，双方都疲惫不
堪。而通过“中立第三方调解对接机
制”多元解纷，则可以避免讼累，即
在纠纷发生之初， 就引入中立调解
员、 医疗专家、 社会辅助力量等，
积极主动地介入纠纷调处， 在医疗
专家的辅助下， 引导当事人双方理
性协商， 达成调解协议， 同时通过
人民法院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
制， 赋予调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
从而经济、 便捷地一揽子化解医疗
纠纷。

自推行该机制以来， 岳麓区法
院受理的医疗纠纷较以前减少了
20%。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刘琳） 捐献
全血8次，机采成分血72次，累计
献血93800毫升……听说郴州市
北湖区涌泉街道七里洞村村民何
志龙11年爱心献血， 还动员亲人
参与，今天，记者走进七里洞村采
访了他。

提起献血缘由， 何志龙讲起
了他的第一次献血。 那是2004年，
其岳父因为胃穿孔大出血被送进
郴州市198医院治疗，多亏及时送
来的两袋血才让岳父缓了过来。
精心照料岳父的何志龙看见输血
袋上贴着小标签， 向护士打听才
知道， 原来是无偿献血的志愿者
在危急关头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身体好，为什么不去献血
呢？ ”何志龙说，他当时带着感恩
的心走进了献血屋， 到现在还记
得献完血后护士说的一句话：“你
献的这一袋血能挽救一条生命
哦！ ”

从此，何志龙定期无偿献血，
用爱心延续他人脉搏跳动。 为提
高自身血液质量， 他改掉了以前
不良的生活习惯， 高脂高糖食物
和烟酒一律戒掉，除了早睡早起，

还加强锻炼。 现在，他的身体比以
前更好了，“就连感冒也不来找我
了”。

每当献出的血液用于临床时，
何志龙都会收到血站发来的感谢
短信。想到有一个生命因为他的付
出而得到了救助，心里便会非常欣
慰。何志龙说：“我在经济上没有能
力资助别人， 但可以通过献血，帮
助那些需要的人。 ”11年来， 献血
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何志龙还动员身边的亲人一
起献血。他二姐何志俐已累计献血
82400毫升，二哥何志清累计献血
72000毫升……已有10多位亲人
共献血26万毫升， 相当于65人全
身血液的总量。

何志龙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金奖、全国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奖等荣誉。 今年8月， 他和二
哥、 二姐在电视节目中了解到，许
多病人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进
行移植， 最终在痛苦中遗憾离世，
他们的心被触动了，于是3人登记
领取了器官捐献志愿者证书。何志
龙说：“其实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了，能让最后留下来的躯体发挥点
作用，也算是一种功德。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康良田 易东山）“终于找到了，
感谢部队培养了这么优秀的战士。 ”11月
13日，湘潭市年近7旬的姬申贵老人来到
武警株洲支队一大队一中队激动地说，
同时将一面“品德高尚、拾金不昧”的锦
旗赠予到中队战士张玩的手中。

11月10日， 一中队战士张玩请假外
出，途中路过芦淞区建设南路平和堂时，
在卫生间发现一个背包， 当他打开背包
查看时，发现里面全是崭新的百元大钞。

“失主丢了这么多钱， 一定很着
急。 ”张玩捡到包后，第一反应是尽快找
到失主，于是，他手提装满现金的手提
包，一直在厕所门口焦急地等待失主的
到来，20分钟后在未等到失主的情况
下，张玩拨打了110，并将提包交给了公
安民警。 民警通过仔细点验提包发现内
有7万余元现金并有银行卡、身份证、老

年证等重要证件。 当民警询问张玩的姓
名时，他只说了一句“我是株洲支队的
武警”，便转身离开了。

民警通过多方查找，终于联系到失
主姬申贵老人，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包
丢了。 当民警把提包交到姬申贵老人手
中并将事情经过告诉老人时，老先生激
动地说：“孙子得了白血病， 要进行9个
月治疗， 今天出来就是去交医疗费的，
这7万块钱是我毕生的积蓄， 是给孙子
救命的钱，多亏了武警战士，才使这笔
救命钱失而复得。 ”

在民警的帮助下，姬申贵老人终于
知道拾金不昧的是武警株洲支队一大
队一中队战士张玩，他对张玩拾金不昧
的行为感动不已，当即拿出几百元表示
感谢，却被张玩拒绝了，他说：“这只是
一件小事，作为一名武警战士，这是我
应该做的。 ”

身边的感动

武警战士拾金不昧
7万元“救命钱”失而复得

好的哥连续两天捡手机还乘客

法眼万象

“医闹”入刑，能否缓解医患矛盾

村民何志龙11年献血
9.38万毫升

动员10多位亲人献血26万毫升

11月16日， 衡阳市福利院内一堵印满儿童手印的文化墙。 工作人员介
绍，这些手印是被爱心家庭收养的孤残儿童离开福利院时留下的印记。 据
统计， 自2007年至今， 衡阳市福利院已经有192名孤残儿童被爱心家庭收
养。 彭斌 摄

爱的印记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乔伊
蕾）今天，省纪委通过官方网站三湘风纪
网发布消息，对耒阳市编办副主任罗才洋
阻碍巡视工作被查的情况进行了通报。

2015年7月，省委巡视第九组（以下简
称“巡视组”）在耒阳市开展巡视期间，罗才
洋推三阻四，消极应对，不配合、不支持巡
视工作。 巡视组反复提醒教育后，罗才洋
又故意向巡视组提供虚假资料，拒不提供
关键情况，严重干扰阻挠巡视工作。 8月6
日，巡视组组织联合调查组对耒阳市编办
进行突击专项检查，在罗才洋办公室发现
大量涉嫌违规进人的证据和巨额现金、有
价证券等。 巡视组责令耒阳市纪委对罗才
洋进行立案调查，进一步发现罗才洋通过
购买假证办理编制手续，违规经商、从事
营利活动，与多名女性通奸等多项涉嫌严
重违纪问题，有的涉嫌违法犯罪。 根据案
件事实和有关纪律规定，给予罗才洋开除
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对其涉嫌违法犯罪
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省委巡视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罗才
洋案是一宗干扰阻挠巡视工作、严重违反
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全
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刻
认识这宗案件的严重危害性， 吸取教训，
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强化监督意识，主动
接受巡视监督，积极配合巡视工作，自觉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省纪委强调，必须正确对待监督，自
觉支持监督、接受监督，习惯在监督下工
作生活。 必须强化责任担当，全省各级党
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自觉担负管党治
党的政治责任，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被巡视地区（单位）要主动接受、
全力支持巡视监督；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履
职、敢于担责，主动作为、积极配合，形成
合力、协同推进。必须严格责任追究，对干
扰阻挠巡视工作等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
矩的问题，要扭住不放、一寸不让，发现一
起，坚决查处一起，并及时点名曝光，确保
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罗才洋阻碍巡视工作被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