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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家医院叫停“门诊成人输液”

网友晒汉口街头拉飞机老照片
专家：记录了武汉早期航空活动
本报讯（记者 戴 旻 阳）几名工人抓着牵引
绳，将一架螺旋桨飞机拉行在马路上；他们旁
边，一辆“老爷车”开过。14 日，网友晒出一张汉
口街头拉飞机的老照片，引发关注。 专家告诉
长江日报记者， 这张照片系 1929 年摄于现在
的中山大道海寿街口附近，记录了武汉早期航
空活动。
14 日，网友“酣翁老树新花”发帖称，在网上
发现一张抗日战争时期汉口中山大道街头拉飞
机的照片。 发帖人史先生说，为了找到照片中的
原址，他沿着中山大道黄石路至一元路探访，最
后在中山大道 591 号附近找到了与照片中背景
房屋风格很相似的老房子。
这张照片是否在武汉拍摄？ 照片背后有着
怎样的故事？ 对此，从事武汉地方志工作 30 余
年的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原副巡视员王汗吾表
示， 网友晒出的照片拍摄时间应为 1929 年 1
月，地点为现在的中山大道海寿街口附近。
王汗吾介绍，1927 年，美国著名飞行员林德
伯格驾驶单引擎飞机， 从美国纽约橫跨大西洋
飞至法国巴黎， 成为历史上首位成功完成单人
不着陆飞行橫跨大西洋的人， 并因此获颁荣誉
勋章。 美国圣地亚哥林德伯格国际机场即以他
的名字命名。
这次成功使该型号飞机声名鹊起， 市场非
常好。 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下子就订了
5 架，每架价格 13.5 万美元。 这 5 架飞机于 1929
年 1 月 11 日被运抵汉口，用于 1929 年 3 月 1 日
开通的广州至汉口客运航线。 老照片中被拉的飞
机就是其中之一。

市第六医院发出的撤销门诊输液室公告
本报讯（记者 刘璇 通讯员 袁莉 刘
望 喻锎 谯玲 玲）14 日，市第六医院正

汉口街头拉飞机老照片
为何要由工人拉飞机？ 王汗吾推测，飞机由
船运至汉口，因处于码头不便起坡，于是由工人
拖运至机场进行组装。
1929 年 1 月，这架飞机带着邮件飞往广州，

网友“
酣翁老树新花”提供

是武汉第一次有实际意义的空中航运。“这张照
片不仅客观地反映了老汉口的风土人情，也侧面
印证了当时汉口作为全国重镇，各项事业走在全
国前列。 ”王汗吾说。

超声定位 局部麻醉 不用插管

103 岁老人髋关节置换成功
本报讯 （通讯员 常 宇 邓 国 欢）103 岁的黄奶奶
不慎跌倒，右腿疼痛，卧床不起，接着神志不清、肺部
感染。如接受手术，会面临各种风险；如不接受手术，
又可能会危及生命。 武汉同济医院骨科与麻醉科联
手， 在家属同意下决定大胆一搏， 改变传统麻醉方
法，通过超声定位，只麻醉患者右腿，完成了髋关节
置换手术。 黄奶奶目前已经能够下床行走，16 日将
出院。
黄奶奶家在武汉，平日身体不错，生活能够自理，
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在小区里散步，是远近闻名的老寿
星。 4 月 20 日，她不慎摔倒，当即感觉右腿疼痛难忍，
不能动弹。 家人紧急将她送到附近医院。 检查结果显
示，她的右大腿粉碎性骨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但老

首家叫停门诊输液的
医院门诊量不降反升

人年龄太大了，家里人纠结是否进行保守治疗。
黄奶奶的女儿回忆说：“看到老人家躺在床上不
停地呻吟，饭也不想吃，觉也睡不着，连大小便都要
忍着剧痛，我们心里非常难受。 ”4 月 22 日，家人将
黄奶奶转至同济医院骨科就诊。此时，黄奶奶已出现
肺部感染，凝血功能紊乱。 如果进行保守治疗，她长
期卧床后会出现肺炎、压疮、下肢深静脉血栓、全身
多处感染。 而髋关节置换手术可以帮助她实现腿部
活动和站立负重。
家人最终同意医生为黄奶奶做手术。 4 月 25
日，黄奶奶接受右侧髋关节置换手术。 手术过程中，
医生利用超声定位手术区域的支配神经， 将局部麻
醉药物精准地注射到神经周围， 只对黄奶奶的右腿

进行麻醉， 将麻醉对她全身系统的干扰降到最低限
度。 整个手术仅用时 30 分钟，出血量仅 80 毫升。 此
次没有选择全身麻醉做手术， 避免了黄奶奶因气管
插管导致肺部感染加重。
手术后，黄奶奶在重症监护病房待了一天，第二
天就转至普通病房。在医护人员精心护理下，她精神
非常好，食欲也变好了，手术后第 6 天进行了站立训
练。目前，她伤口愈合良好，活动时腿也不疼了，还可
以在家人搀扶下行走。
黄奶奶的主管医生夏仁云教授提醒， 老年人要
注意及时补钙，预防骨质疏松。 行走不稳、下肢肌力
较差的老年人则要配备拐杖。如果老年人不慎跌倒，
应及时就医。

式叫停“门诊成人输液”，成为武汉第三
家下“限针令”的医院。 15 日，长江日报
记者走访武汉首家叫停门诊输液的医
院发现，虽然输液停了，但是并没有影
响门诊量。
2016 年 9 月起，市第一医院、市中
心医院先后启动“关闭门诊成人输液
室”计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药
理学专家曾繁典教授告诉记者，静脉输
液是一种创伤性治疗。 只有在患者出
现吞咽困难、严重吸收障碍以及出现病
情危重、发展迅速、药物在组织中必须
较快达到高浓度等紧急情况下，才能使
用静脉输液。
“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
液”。市第六医院院长郭洪表示，此举除
了严格规范抗生素的使用、降低医疗风
险， 还可以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的上
涨，切实为患者
“减负”。
据武汉多家医院门诊输液室统计，
在门诊输液的患者中，近四成患的是感
冒和咳嗽。其中五成患者并未受到细菌
感染，是自己主动要求输液的，理由是
“好得快”。 而对于“限针”，几乎所有医
生都表示赞成。“关闭门诊成人输液室
就是想改变市民的用药习惯和理念，保
障用药安全”。

通讯员袁莉 摄

施行“限针”一年多来，医院目前情
况如何？“取消门诊输液以后，输液量减
少，而门诊患者却在不断增加”。市第一
医院副院长张瑶提供的数据显示，该院
2015 年门诊量 231.49 万人次， 门急诊
输 液 149579 人 次 ；2016 年 门 诊 量
250.14 万人次， 门急诊输液 115568 人
次；2017 年门诊量 262.81 万人次，门急
诊输液不到 7 万人次。
急 诊 医 学 科 护 士 袁 琪 说 ：“不 少
患者的就医用药理念在悄然改变。 80
多岁的黄奶奶是急诊医学科的‘老病
号’，以前一感冒、发烧就要打针， 现
在知 道 只 有 血 象 过 高 有 感 染 时 才 需
要输液。 ”
医院并非单纯地下“限针令”，而
是多举措并行来控制抗生素滥用：通
过处方事前智能审核系统， 对临床用
药进行实时监控； 药学部配备的专职
临床药师深入科室， 对抗菌药物的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并现场督导； 科室主
任每月对医生处方进行抽查， 对滥用
抗菌药物的行为进行重罚； 各科室均
与医院签订药占比及抗菌药物指标，
触“红线”者取消处方权。
据了解，叫停门诊输液后，市第一
医院门诊药占比得到有效控制，2016
年门诊药占比 45.25%（含西药、 中成
药 、 中 草 药 及 自 制 药），2017 年 降 至
36.21%。

“软暴力”滋扰工地 强揽土方工程

警方摧毁一恶势力团伙
短信推荐股票 网上推荐虚拟货币

警方提醒市民防范新型经济犯罪
本报讯 （记者 魏娜 通讯员 黄赤橙 王旭东）
“证
劵公司业务员” 声称有内幕消息？ 投资项目回报超
过比特币？ 大家的手机里经常会收到陌生号码发来
的各种推销短信， 其中推荐股票以及各种网络货币
投资的短信占了不小比例， 短信中的高收益让人眼
热不已。
15 日，在第九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
犯罪宣传日上，武汉警方提醒，经济犯罪的形式日益
多样化，市民要格外注意这些所谓荐股、投资比特币
等推销短信，以免上当受骗。

“证劵公司业务员”声称有内幕消息
赚钱要分成，亏钱就不见了
市民罗先生接到一个添加微信好友的申请，对
方自称是武汉某证券公司业务员， 可以帮助推荐有
升值潜力的股票。添加好友后，对方每天都会发来一
些涨幅很大的股票， 声称他们公司很强， 有内幕消
息，能保证盈利，但盈利部分需三七分成。
经不住诱惑，罗先生主动联系了对方。 随后，他
被推荐给了一姓张的首席分析师。“张老师”向罗先
生推荐了一只股票。 得知罗先生赚了 4 万余元，“张
老师”要求盈利部分三七分成。
为了继续获得股市“内幕消息”，罗先生通过微

信向对方转了 1.2 万余元，随后购买了“张老师”推
荐的另外一只股票。 但自从购进之后， 这只股票就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罗先生联系“张老师”，却发现自
己已经被对方“拉黑”。
武汉警方侦查发现， 罗先生遇到了一个股票诈
骗团伙。该团伙成员分工明确，有话务组、荐股组等。
他们在网上购买股民信息， 然后打着证券公司的旗
号给股民打电话，声称有内幕消息，可以免费推荐股
票，甚至可以提示买入、卖出的时间。 如果股票上涨
赚了钱，便按比例分成；如果股票下跌了，公司还会
有补偿。 实际上， 一旦推荐的股票下跌， 股民便被
“拉黑”。
警方提醒，在选择股票咨询等投资服务时，应选
择由证监会批准的有资质的证券投资机构， 由这类
机构中具有投资咨询业务证书的从业人员提供服
务。 不能轻易相信所谓的内幕消息。 任何一家有资
质的正规金融单位都不可能让股民汇钱代为炒股，
更不会承诺保证涨停。

认购卡拉特币后价格直线下跌
一男子损失 5 万余元
35 岁的陆先生听朋友说武汉某网络科技公司
正在内部认购卡拉特币，认购价为 2 元 / 枚，月底上

市交易后价格还会上涨，当即决定认购数万枚。
不料，卡拉特币突现抛售潮，价格直线下跌。 陆先
生损失了 5 万余元。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该网络科技
公司的注册业务范围并不包含网络虚拟货币交易。
武汉警方介绍， 数字虚拟货币只能通过网络流
通， 交易方式类似于股票， 但是只限于网上竞价交
易， 买入的人多了就会涨价， 卖出的人多了就会跌
价。为了从中套取现金，犯罪嫌疑人会对交易过程进
行人为干预，控制卡拉特币的价格涨跌。如果价格下
跌过快，则通过宣传或者发布虚假信息，吸引会员大
量买入，抬高价格。 待“虚拟货币”价格被炒到高位，
制造商机吸引投资者，待时机成熟再进行抛售，导致
价格一落千丈，投资者血本无归。
武汉警方提醒， 卡拉特币等虚拟货币本身并不
具备现实货币的属性特征，使用者面临操作风险、信
用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重风险。 目前市
场上所谓的“数字货币”均不是法定数字货币。
武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负责人 15 日表示，我市
警方今后将继续对侵害自然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知
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继续推进境外追逃“猎
狐”行动。同时，欢迎广大市民积极投诉、举报制售假
冒伪劣、传销、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线索。 对举报属
实的，将给予奖励。

一女士乘快车莫名被扣 50 元“停车费”
滴滴公司：司机未征得乘客同意，已退还费用

本报讯（记者 谢 冰 林）一女士坐了一趟网约车，
在没有任何支付提示的情况下，竟被强行收取 50 元
“停车费”。 司机说，之所以收取这笔费用，是因为这
名女士关车门“用力太猛”，致其车辆损坏。
14 日上午 9 时左右，市民张女士在蔡甸区万家
湖路，通过“滴滴出行”软件叫了一辆快车。 等了一
会儿后，她预约的一辆“鄂 A”牌照的银色“东风风
神”轿车到达。 软件显示，司机是程师傅。
到达目的地后，张女士因赶着上班，没有和司
机核实车费便匆匆下了车。 然而，其后手机中的消
费提示信息让她吃了一惊：这次行程总费用为 60.5

元，其中 50 元标注为“停车费”。 张女士说，她开通
了小额免密支付，车费被自动划扣了，所以自己并
未察觉。
“本来行程车费只有 10.5 元，结果司机却自己
加了 50 元停车费。”张女士说，“都是等司机来接的，
这 50 元停车费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
15 日下午，长江日报记者联系上程师傅。 程师
傅明确表示，这并非他手误，是他故意多收的 50 元
停车费，原因是张女士下车的时候用力关门，导致他
的轿车右后门胶条脱落。
对于程师傅的说法，张女士并不认同。她认为就

算车辆真的出了问题，司机也应该先与她沟通，而不
是不声不响地扣费。
记者了解到，滴滴司机在确认账单前，系统会显
示“高速费”“路桥费”“停车费”等 3 个选项。 金额由
司机按照实际情况、客人核对后填写。
滴滴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接到相关情况反
馈之后，平台第一时间联系了用户，现已将司机擅自
加收的附加费和车费一并退给了用户。“对于司机的
行为，后续将进行相应调查处理”。 如果用户遇到类
似的擅自添加附加费情况，请与平台联系。平台经过
核实后会妥善处理。

便衣民警抓获余某
本报讯（记者刘智宇 通讯员杨槐柳
谢威）对土方工程垂涎三尺，时不时滋扰
工地施工，甚至殴打村支书，恶势力团伙
狡猾而隐秘，使用“软暴力”让受害人心
生恐惧， 单起警情又常常达不到刑事立
案标准。 长江日报记者 15 日获悉，4 日，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警方一举端掉该团
伙，7 名主要成员被刑事拘留， 从团伙一
成员住处当场搜出两支仿真枪。
武汉开发区警方介绍， 近年来，武
汉开发区经济迅猛发展，引来众多投资
者。 数年前还是典型农村的军山地区，
工程项目接连上马。巨额利润让军山地
区不法之徒蠢蠢欲动。
今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武汉开发区公安分局“扫黑办”民警深
入群众走访调查，并对近年辖区工地滋
事的治安警情进行全面排查。通过运用
大数据分析方法， 余某甲、 余某乙、余
某、万某某、孙某某、曹某等嫌疑人纷纷
浮出水面。
民警调查发现，这伙恶徒为了强揽
技术含量不高的土方工程，时不时安排
人员到工地上滋事，阻挠施工。 为了规
避法律风险，他们比较注意掌握“行动
火候”，狡猾而隐秘。他们先后 8 次对位
于军山街肖家村一个工地， 以及村支
书、承包这个工地土方工程的负责人段
某某、施工人员进行滋扰，并曾聚在肖
家村村委会门前， 殴打村支书段某江，
并到段家砸玻璃。
他们还多次到工地叫停施工，打正
在作业的挖掘机司机王某某耳光，堵在
工地门口拦停施工货车，殴打承包工程

警方提供

的负责人段某政。虽然每次工地滋扰发
生后，受害人均只受了轻微伤、皮下软
组织挫伤，但其不定期地出现，给受害
人形成很大压力。这伙人还“警告”段某
政当心家人安全，以软暴力方式逼迫段
某政放弃工程。
民警通过一个月细致调查，全面收
集固定相关证据，逐步掌握该团伙关系
网、架构图及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并确
认嫌疑人余某甲是这个恶势力团伙的
幕后头目。
本月 4 日， 武汉开发区警方组织
30 余名民警， 兵分四路同时出击。 当
日，民警捕捉到嫌疑人余某木的车辆踪
迹，一路跟踪发现余某甲开着“奔驰”轿
车在汉口与军山街之间来回兜圈子。当
余某甲最后来到江岸区兴业路一住处
时，民警迅速将其抓获。 参与作案的余
某是余某甲之子。 当日，他刚从军山街
家中出来即被民警带走。 与此同时，余
某乙、万某某、孙某某也在军山、蔡甸等
处落网。最后落网的曹某正躲藏在一栋
私房里与一个毒友吸食“麻果”，民警现
场搜出 300 颗“麻果”及两支仿真枪。
最初，幕后头目余某甲企图蒙混过
关，一口否认犯罪行为。 精干警力展开
审讯，众多证据一起指向他，他不得不
如实交代了近年组织恶势力团伙滋扰
工地的事实。 在强大的攻势下，该团伙
其他成员也纷纷承认了作案事实。
武汉开发区公安分局负责人告诉
长江日报记者：“滋扰工程的警情再小，
我们也会查个究竟，绝不会让恶势力团
伙在武汉开发区坐大成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