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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陪同人员为“先治疗”急诊室发飙

挥拳追打医生“病”得不轻
海医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生受伤入院 警方正在调查打人者

忙碌 这边医生忙给患者缝合 那边却吵着要“先治疗”还打人
6 月 6 日凌晨 3 点半，
陈循骅医生在急诊
室坐诊，当时来了好几个患者在等候治疗，
就在这忙碌的间隙，
打人的事情发生了。
从医院的监控画面看，就在陈医生给
一位老人看病时，一个红衣男子站在旁边
用手指着陈医生，情绪有些激动，看病的老

人还试图阻拦，而红衣男子却拿起手中的
矿泉水瓶砸向陈医生的头部。
当时，陈医生犹豫一下并未还手，走出
诊室。而红衣男子紧跟着走到走廊里，并
一拳打向他的眼部，
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
据陈医生介绍，他当时正在给一位病

人缝合，而有另一位患者过来时，其陪同者
就情绪激动地嚷嚷，
说让先给其做处理。
“当时诊室里还有很多患者，最起码五
六个也正在等待着就诊。我就让他等一
会，他不耐烦了，他就直接拿矿泉水瓶一下
子砸下来，矿泉水瓶都砸破了。
”陈医生说。

愤怒 追着医生走出诊室 又用拳头打伤眼
医生陈循骅坐诊，被一名患者陪
同人员用矿泉水瓶（画圈处）砸伤头
部。
（视频监控截图）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 讯（记
者 王洪旭）近日，一名急诊医生夜里
出诊被人殴打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经
了解，事件发生在 6 月 6 日，该医生是
海医第一附属医院创伤急救中心医生
陈循骅，他当时正在给一名患者进行缝
合，却被站在诊桌旁的另一患者的陪同
人员打伤住院。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打
人者，受伤医生仍感到头晕，
不舒服。

陈医生说，被打之后他头晕的很厉害，
但对方还想拿鼠标砸他。后来他就走出诊
室，没料到那个红衣男子又尾随他出来，一
直在后面骂骂咧咧的。
“当时，就想制止他，没想到他又打了
我一拳。”据陈医生说，后面那一拳打到了

他的眼睛，当时就被打懵了。
看到陈医生和红衣男子发生冲突后，
保安和围观人员迅速赶来拉开两人，随后
红衣男子一行人就离开了医院。后来得
知，那位红衣男子当时是陪同一位女性患
者前来就诊，因为患者的伤口并不严重，并

且已经结痂，不属于紧急处理情况，陈医生
就按照就诊顺序，让患者在清创室内等待，
却遭男子殴打。
经过初步诊断，陈医生左侧面部肿胀、
眼部淤青，手臂也有一处划伤，当时已向警
方报了案，目前正在住院治疗。

进展 受伤医生仍头晕将做伤情鉴定 警方正在调查打人者
6 月 12 日下午，记者了解到，目前受伤
的陈医生仍在住院治疗，仍感到头晕。13
日将根据病情康复情况到海口市公安局龙
华公安分局进行伤情鉴定。
“如果实在头晕
的话，伤情鉴定可能推迟。”海医第一附属

医院安全保卫部保卫组负责人韩斌说，经
警方调查，前来就诊的患者是临高籍女子，
但还未找到打人者，目前警方正调查打人
者信息。
海医一附院安全保卫部相关负责人徐

强表示，
对于陪同就医人员打伤急诊医生一
事，医院全力为医生进行救治，同时强烈谴
责这种伤医行为，
希望警方依法依规对打人
者进行处罚；此外，急诊医生连夜值守十分
辛苦，
希望社会给予他们应有尊重和理解。

广告

2018年第二届北部湾（海南儋州）美食博览会
于6月15日在儋州盛大召开
6 月 15 日来儋州乐享假期，邂逅端午节的美好
端午小长假将至，由儋州市人民政府
主 办 的 2018 年 第 二 届 北 部 湾 （海 南 儋
州） 旅游美食博览 会 （以下简称“旅游美
食 博 览 会 ”） 将 于 6 月 15 日 至 18 日 在 儋
州市举行。今年的旅游美食博览会以“特
色美食 魅力儋州”为主题，增加了更多新
鲜精彩内容，活动组委会向岛内外市民游
客发出邀请——2018 年端午小长假，欢迎
来海南儋州品百年味道、尝国际美食、过
缤纷假期！

大开眼界 国际化展商名企云集
本届旅游美食博览会作为综合性展示
交易、体验交流的大平台，吸引了巴基斯坦、
阿富汗、韩国、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泰国、越
南等国家，以及椰树集团、海南春光食品、南
国食品、可口可乐等国内知名企业和港澳台
企业前来。

近千种美食 万件旅游商品精彩亮相
据悉，国际参展带来的商品将包括特色
手工艺品、红木家具、铜雕、木雕、酱料调料、
燕窝、人参等；国内参展美食有港澳台地区名
优特色小吃、海南各市县土特产和小吃、包装
食品、休闲食品、冷冻食品、水产海产、肉制品、
粮油制品、
酒水饮料、
干果类、
水果制品等。

同期活动缤纷 端午味道成亮点

中老年人健康往往容易忽略两大问题
第一，
小症状背后隐藏着大问题，
容易
被忽视。
第二，
一身毛病不知从哪治，
病急乱投
医。
腹胀厌食，尿频尿急，排尿困难，慢性
腰腿痛，心悸气短，心脏像压了块石头，肾
虚气血亏，腰膝酸软。当频繁发生以上症
状时，
更需要警惕。
葛洪牌桂龙药膏，28 味组方，天然中
草药植物，能祛风除温，舒经筋络，温肾补
血，
用于心悸气短、
腹胀厌食、
尿频尿急、
肾
虚气血亏、风温骨痛、慢性腰腿痛，请选葛
洪牌桂龙药膏。

本届旅游美食博览会期间恰逢端午假期，
为了营造浓厚的端午氛围，
博览会现场还将举 【禁忌】孕妇及小儿忌用；
办“2018 北部湾十佳名小吃”、
“2018 北部湾 【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余内容详见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特色小吃”
、
“2018 海南十佳名粽子”
“2018 海
广西邦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南特色粽子”
评比赛及现场品尝美食等活动。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不设门票，市民游客
可免费参观，现场大量免费代金券赠送，全场
经销地址： 海南一心堂各连锁店有售（可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保卡） 海口
海口：
：仁之堂药品超市（五指山路
通用，各类评比活动精彩纷呈，特色旅游商品 海外酒店楼下）
;仁之堂药品超市海甸店（二东路水岸阳光 A 区）；仁之堂药品超市和平南路店（延长线南
亚广场）
；
千方药品超市
（琼山区大圆路
125
号魅力
100
对面）
;一心堂海秀路分店
（海秀路 3 号望海楼对
特价大放送，享受一站式的购物体验。

海南日报后勤中心诚聘服务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后勤保障中心食堂、咖啡厅招聘餐饮女服务人员若干名。
一、招聘岗位职位素质要求、工资待遇
1、年龄 35 周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形象好，身体健康。有餐饮经验者优先。
2、工资待遇：工资面议。交五险一金，享受员工同等福利。
二、报名方式
报名资料发邮件至 1790463364@qq.com，或将报名资料送海口市金盘路 30 号海南
日报印刷厂 723 房；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0 日。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本部综合部
联系电话：
（0898）66810857 冯女士 66810571 惠女士

咨询电话：0898-66660161

面）;一心堂金盘路分店（金盘路金盘商厦一楼）;一心堂青年路分店（青年路 16 路武钢大厦一楼）;一心堂
玉沙路分店（椰海大酒店旁）；一心堂文明中路分店（文明中路 171 号）；一心堂海甸五西路分店（安民路
口南国超市对面）；一心堂蓝天路分店（庆云尧大厦一楼铺面）；一心堂龙昆路分店（城西路口加油站
旁）；一心堂南海大道分店（南海大道 198 号汽车南站旁）；一心堂桂林洋分店（桂林洋大酒店对面）；一心
堂城西路分店（城西路 35 号一楼铺面）；一心堂明珠路分店（明珠路 2 号置地花园楼 18.19 号铺面）；一心
堂龙华路分店（龙华小学对面）;一心堂海秀西路分店（海口汽车西站旁）。三亚
三亚：
：一心堂吉阳镇分店（吉
阳镇荔枝沟路）；一心堂解放路四分店（解放四路农垦医院左侧）；一心堂河东路分店（山水云天一楼教
育局旁）;一心堂解放路二分店（妇幼保健医院旁）;一心堂港华路分店（商品街一巷 15 号铺面）；健寿堂药
店（红旗街 82 号）；；保康药店（红旗街 31 号）；保健堂（红旗街 12 号）。琼海
琼海：
：广安大药堂第七超市（元亨
街基本点对面）；一心堂金海路分店（龙湾大酒店对面）；一心堂教育北路分店（教育北路 2 号）。万宁
万宁：
：百
年华康药店（市政府对面）; 千济民康药店（市政府对面）;一心堂光明北路分店（光明北路新华书店首层
铺面）；一心堂人民中路分店（金都大酒店正对面）；一心堂兴隆二分店（兴宝路一排第五幢 2 号）。昌
昌
江 ：一心堂人民北路分店（凯达商业广场一楼）；仁和药店（公路局楼下）；昌康药店（保障局楼下）。屯
屯
昌 ：仁之堂药品超市（新建二路 39 号）；一心堂屯城分店（昌盛二路华昌家私旁）；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
建三路）。东方
东方：
：一心堂分店（解放路 7 号华夏一楼）；一心堂二分店（东方大道党校旁）；爱民药店（解放
路邮局对面）。文昌
文昌：
：南山药行（公园池塘旁）；一心堂清澜白金路分店（清澜白金路）。陵水
陵水：
：一心堂海
韵广场分店（椰林镇滨河南路 8 号）；万康园药店。乐东
乐东：
：一心堂乐安路分店（乐安路 393 号林业局对
面）；一心堂九所镇新区一横路分店（南区西商住一横路 20 号）；银都药店（电影院旁）。儋州
儋州：
：一心堂儋
州分店（那大镇中兴大道广安堂医药大厦）；一心堂白马井三分店（商业街一层）；一心堂洋浦分店（北侧
海岸华庭铺面）；；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万方医药商场（解放南路 211 号）。定安
定安：
：新科药店（江南二
路中段）。白沙
白沙：
：仁之堂药品超市牙叉中路店（牙叉中路，联顺超市对面）；仁之堂药品超市卫生路店（卫
生路疾控中心门口左侧）；仁之堂药品超市七坊店（龙江农场商业街）。临高
临高：
：一心堂解放路分店（解放
路 33 号县工会斜对面）。澄迈
澄迈：
：一心堂金江解放路路分店（解放东路农行小区一楼铺面）；一心堂老城康
城分店（工业大道四季康城 1-2 商铺）；澄迈东联大药房（金江镇政府斜对面）。 广安大药堂连锁各门店有售：
广安大医药商城（蓝天路 32-1 号）；广安大药堂龙华药品超市（龙华路龙华商城首层）；龙芝林药品超市连锁各门店有销：龙芝林定安人
民中分店（定城镇人民中路 38 号）；龙芝杯陵水财源分店（财源路口）；德祥堂林旺恒生堂分店（三亚市海棠湾镇林旺中学斜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