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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热线

系

两次检查诊断

出了两个结果
一被撞市民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2 月 25 日上午，记者在刘长

华做生意的市场里见到了他。

“去年 4 月 27 日上午 7 点半，我

骑着摩托车到市场对面取货款，

在准备过马路时，被一辆由北向

南行驶的私家车撞倒，当时感觉
腰部异常疼痛，躺在地上无法起

身。”谈起事故发生时的情景，刘

长华仍心有余悸。

“事故发生后，肇事车主

将我抬到他的车上，送往临沂

市中医医院治疗。”刘长华说，

看到当时车主态度比较好，也

就没有打电话报警，直接去了

医院。

刘长华告诉记者，到达临

沂市中医医院前，肇事车主已

经事先联系了一位医院的医

生。到医院后，这名医生带着他

到急诊科进行了治疗，并拍了

X 光片，放射科临时报告单上

显示：腰椎骨质未见明显异常，

请结合临床。当时在急诊值班

的医生马长远看了 X 光片后，

作出的初步诊断是：腰腹部软

组织损伤，给他开了四盒药后

让他回家休息。

“回家后我们一直按照肌肉

拉伤治疗，谁知老伴的病情越来

越重，有时候腰部、肚子一起疼，

晚上都睡不着觉。”刘长华的老

伴付纪秀告诉记者。

初次检查

诊断软组织损伤

2010 年 5 月 10 日，刘长华

又到临沂市中医医院骨二科对
同一部位做了第二次检查，并在

医生的建议下拍了 CT。“CT 检

查结果显示是胸十二骨折，必须

入院治疗。”同一家医院、同一个

伤痛部位，两次检查的结果反差
这么大，刘长华大吃一惊。

“我怀疑肇事车主与医院医

生在第一次到医院检查时，已提

前进行了沟通，以少花医药费，

导致我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刘

长华说。

“两次检查和住院的费用大

约花了 2600 多元，都是由肇事

车主姬军良支付的。我出院后，

姬军良的电话号码也换了，失去

了联系。”刘长华说，最让他气愤

的是，医院第一次的诊断结果让

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虽然这

起交通事故过去快一年了，但他

腰部落下了毛病，经常疼痛难

忍，家里的一些体力活也不能干

了。

刘长华说，他曾多次找到临

沂市中医医院，寻求合理的解

释，对方始终未给予任何答复。

2 月 28 日上午，记者和刘长

华一起来到临沂市人民医院骨科

医疗区，脊椎外科一位医生在看

了刘长华第一次拍的X光片后表

示，X光片显示是胸十二骨折。

再次检查

得出骨折结论

2 月 28 日下午，记者电话

联系了曾带着刘长华到临沂市

中医医院就诊的医生丰培学。

丰培学告诉记者，肇事车主姬

军良曾是孩子以前的钢琴培训

老师，事故当天对方联系到自

己，帮忙带着伤者挂号拍片。伤

者拍完结果没出来他就回到科

室上班了，中午下班的时候他

才打电话问了肇事车主关于伤

者的检查结果。

3 月 3 日下午 2 时许，记者

在临沂市中医医院见到了为刘

长华做第一次诊断的医生马长

远。马长远观察了一会刘长华第

一次拍的 X 光片告诉记者，这

张 X 光片拍得不是很明显，这

样的得做 CT 看，这种情况是因

为，当时的片子有些轻微的情况

不一定能表现出来，有时候过一

个星期拍片子比当时拍片子明

显。

“X 光片不明显，为什么不
建议患者再做 CT 检查？”记者

问道。马长远表示，一般治疗原

则是先拍 X 光片再做 CT，普通

片子能看到的就不再建议做
CT，做一个 X 光片 70 到 80 元，

做一个 CT 要 380 元，当时的情

况可以建议也可以不建议。根据
当初看这片子，他不是说没有问

题，是说问题不大，建议吃点药

活动活动，休息一段时间。

针对刘长华提出的关于他

受人之托的疑问，马长远称，患

者门诊病历上初步诊断腰腹部

软组织损伤是他写的，但对丰培
学找他这件事他没有印象。“你

要说有人找了我给你随便写那

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拿自己的信

誉和工作来开玩笑。”马长远说。

采访结束后，刘长华告诉记

者，下一步他将会进行医学鉴

定，必要的时候将会通过司法程

序维护自身的权益。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海蒙
左肖

当事医生

否认“受人之托”

2010 年 4 月 27 日，今年 61 岁的刘长华被车撞伤，肇事车主将其送往临沂市中医医院治疗。刘长华称，到医院后肇事车主曾
托熟人带着他去拍 X 光片，当时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腰腹部软组织损伤。

但是，2010 年 5 月 10 日，他在同一家医院再次对同一个部位做了检查，诊断结果却变成骨折，当时刘长华已经错过了治疗
的最佳时期，腰部损伤到现在仍没有完全康复。

夜色中车上货物频失窃
一扒车团伙被捣毁

60 多箱

家电配件没了

在京沪高速郯城县境
内，运载货物的过往车辆深

夜频频被盗割。据统计，

2010 年以来，205 国道、京沪

高速郯城县境内相继发生

数十起扒车越货案件。

2011 年 1 月 21 日晚 11

时许，江苏省扬州市司机朱

某拉了一车家电配件运往

山东章丘，当行至郯城县境
内时，他发现车后有动静，

通过后视镜他发现，一辆有

护栏的蓝色轻卡汽车行驶

在他旁边，隐约可见轻卡车

上也有部分成箱的家电配
件。朱某赶紧停车，此时轻

卡车迅速逃离。朱某下车发

现，捆绑货物的绳子已被割

断，60 多箱家电配件不翼

而飞，价值 10 万余元。

1 月 22 日晚 10 时许，

安徽省宿州一农机批发部

的商户杜某从济南拉回一

车电机滤芯器，当车行至京

沪高速郯城县境内时，借着

微弱的灯光，他突然发现有

个人影在自己车上晃动，随

即踩了急刹车，但与他并排

的一机动车也同时停了下

来，只见黑影飞快跳到机动

车内，趁着夜幕扬长而去，

经清点共丢失电机滤芯器
10 箱，价值 2 万余元。

缜密侦查

锁定嫌疑人

针对案件的高发事态，

郯城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

组织警力在 205 国道、汤郯

公路、京沪高速郯城段等路

段沿途设卡、蹲点守候，经
过半个月缜密侦查，基本摸

清了扒车犯罪嫌疑人的作

案规律。

1 月 30 日晚，民警将逃

犯赵士军当场抓获，缴获作

案车辆一台。随后，民警们

发现苍山县神山镇东道村

的周常伟和外号“瘦孩”的

人联系密切。经进一步调

查，专案组民警了解到，不

久前周常伟和“瘦孩”等人

曾扒车盗窃了一宗货物，并

将其卖掉。

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

民警掌握到，犯罪嫌疑人时

常聚集在罗庄区某小区内，

密谋后马上分离。2 月 20

日，专案组成员在市局刑侦

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在罗庄

区将犯罪嫌疑人周常伟、周

茂泉、程保平、杨传健等 6

人抓获。

十几分钟

偷完一车货

经审讯，周常伟、“瘦

孩”两人交待了伙同周茂

泉、杨传健等人，驾驶机动
车在京沪高速、日东高速临

沂段多次扒窃塑料颗粒和

棉纱的犯罪事实。专案组进
一步扩大战果，又一举将收

购赃物的犯罪嫌疑人李树

清、杨运龙、平艳云、平艳鹏

等人抓获，并从上述人员家

中起获了大量的涉案赃物。

民警调查发现，为了方

便贴近载货大货车，作案车

辆是改装过的单排小货车，

同时还有专门自制的铁架

子用来与大货车搭桥，当发

现作案时机，嫌疑人就会借

助铁架子攀爬到大货车上，

然后开始按照分工卸载大

货车上的货物。满满一车的

货物，只用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会被一扫而空。

同时，每次作案，扒车

团伙就会事先在车厢内放

些砖头、阻车钉、石头。万一

有人追赶时，就用砖头、石

头猛击，用阻车钉扎坏追车

的轮胎。

现已查明，自 2010 年 5

月以来，这个盗扒公路货运

物资案件团伙成员共作案

数十起，扒窃棉纱、面粉、塑

料颗粒、电子表、计算器、铸

件等大宗物品，涉案价值数

百万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文/片 本报通讯员
任峰 杜从俊 李成龙
本报记者 郇恒吉

民警在起获赃物。

一专业盗窃团伙，趁着夜色在
过往货车上扒窃货物，总涉案价值

达数百万元。郯城县公安局经过秘
密追踪，历时一个多月，将这一“扒
车飞虎队”成功捣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