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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建安教授义诊的1号患者
请到义诊区就诊。”5月12日上午
8:30，在成都顾连康复医院，香港
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香港南丰
集团董事长及CEO、新风天域集团
联合创始人及董事长梁锦松先生
发出第一个义诊号，“香港援建‘5·
12’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暨川港康
复医疗合作项目启动系列活
动”——国际康复专家大型义诊正
式启动。

当天，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
士励建安，中国香港复康会高级顾

问Sheila Purves（加拿大），德国
资 深 物 理 治 疗 专 家 Eibo
Schwitters（德国），中国香港骨科
及康复科专家潘德邻，中国香港理
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临床导师
罗英敏，中国香港作业治疗专家徐
庆士，成都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学
院院长金荣疆，成都军区总医院神
经内科知名专家吴渝宪，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特级专家张凯莉，成都
军区总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王文
春，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康复医
学科主任钟建国，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SICU主任刘剑萍，川北医学
院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吴青，
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委员
会委员、芒果儿童健康中心康复治
疗部主任严国斌等10余位国内外
康复专家齐聚成都顾连康复医院，
与医院神经康复科主任罗晓琦、骨
骼肌肉康复科主任刘杰、医务部主
任王倩、神经康复科副主任、HDU
主任江玥、特需门诊主任周凤鸣、
中医科主任邓盛林联合为功能障
碍患者进行义诊。

活动现场，共吸引了来自四川、
西藏、重庆、云南等地的150余位患
者到院接受义诊，不少患者早早来
到现场，也许等待的时间有些长，但
是前来义诊的患者仍然感觉十分值
得。“在成都顾连康复医院住院治疗

这段时间，我两个膝关节肿胀基本
消退了，关节灵活度也提高了很多，
肌肉萎缩、肌力等情况明显好转，虽
然因为骨折双下肢还不能下地行
走，但通过治疗我已经可以独自完
成床椅转移，治疗时间不长但是效
果真的很好，我非常满意！他们有
四川和香港顶尖的康复团队，不管
是康复治疗还是服务都做到了‘以
患者为中心’，真的是达到了国际
标准。”参与义诊的患者吴光明告
诉记者，活动当天顾连竟然能邀请
这么多国内外知名康复专家来院
义诊，励建安教授还亲自为他看
诊，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据
了解，成都顾连康复医院今后还将
不定期开展义诊、康复讲座、专家会
诊等各种形式的医疗服务。

“存公益、诚信、和平、喜乐、
慈爱、谦卑、感恩之心”，顾连医疗
在推动川港合作，提高康复医疗
水平的同时，在5月12日与上海
星旭公益基金会共同启动了顾连
康复专项救助计划，凡经济困难
的疑难复杂功能患者都可以申请
此项计划，申请审核通过后即可
获得基金救助。此外，顾连医疗
还将与上海星旭公益基金会合作
成立顾连康复公益基金，为家庭
困难的疑难复杂功能障碍患者提
供公益救助补贴。

川港康复医疗合作项目启动
成都顾连康复医院将中国香港理念和国际标准落地成都

5月11日上午，四川—
香港投资与贸易合作
交流会在成都举行，
川港双方共同探讨新
时代深化合作的美好

前景，并进行了项目集中签约。
在交流会上，顾连医疗集团旗下
成都顾连康复医院作为政府引
进、香港投资的重要项目精彩亮
相，引起了川港各界领导的关
注。成都顾连康复医院是川港康
复医疗在川落地的首家国际康复
医院，一直致力于推进川港康复
医学合作，将更多、更好的国际康
复医疗服务带到成都，带给四川
百姓。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之
际，顾连医疗集团·成都顾连康复
医院承办了“香港援建‘5·12’汶
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暨川港康复医
疗合作项目启动系列活动”，邀请
四川省内外、中国香港地区曾参
与“5·12”抗震救灾医疗援建的知
名康复专家齐聚成都，回顾汶川
地震十年来康复医学事业在四川
乃至中国的发展成果，积极推进
川港康复事业更好、更稳发展。

本次活动由成都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指导，四川省康复
医学会、香港复康会主办，四川省
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业委员
会、顾连医疗集团·成都顾连康复
医院承办，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腾讯大成网、蝶和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协办。

5月 12日 13:30，“香港
援建‘5·12’汶川地震十周
年纪念暨川港康复医疗合作
项目启动系列活动”——川
港康复医疗合作在成都正式
启动。

中国香港南丰集团董事
长、新风天域集团董事长梁锦
松，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副主任赵平，美国医学科
学院国际院士、南京医科大学
康复医学系主任励建安，国家
康复质控中心主任、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康复科主任周谋望，
中国香港复康会高级顾问
Sheila Purves（加拿大），中
国香港骨科及康复科专家潘
德邻，中国香港理工大学康复
治疗科学系临床导师罗英敏，
四川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
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成都
顾连康复医院学科带头人张
安仁，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聂采现，成都中医
药大学养生康复学院院长金
荣疆等政商界领导、康复医疗
专家出席活动。

“十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对
康复带来两个重要的成效，同
时也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汶川地震，四川康复医疗
工作跨越了20-30年的历史
阶段，至今已建立川港康复中
心等多家专业机构，同时香港
也援建了20余个县级水平的
康复医疗机构，带动了四川各
个层面的康复医疗工作的发
展。”励建安教授在论坛中以
《灾后康复新思路》进行了主
题 演 讲 。 此 外 ，Sheila
Purves教授就国际先进康复
理念与四川康复专家进行了

分享。
在四川省医学会物理医

学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张安仁教授的主持下，国家
康复质控中心主任周谋望教
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养生康复
学院院长金荣疆教授，香港理
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临床
导师罗英敏教授，四川省人民
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潘
福琼教授，以“如何建立长期
持续稳定的川港康复医疗交
流机制”进行了探讨。其间，
张安仁教授表示，康复事业的
进步是方方面面的，政策、人
才、技术缺一不可，川港合作
可有力推进人才的交流，康复
技术的共享，促进两地康复事
业的共同进步。

活动中，香港复康会代
表、四川省康复医学会代表、
四川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
复专业委会代表、成都顾连康
复医院代表共同启动川港康
复医疗合作项目。顾连医疗
集团由新风天域集团投资，
旗下成都顾连康复医院正是
川港融合、技术、理念及模式
引入的受益者。今后，成都
顾连康复医院将进一步推进
川港优势资源整合，让四川
老百姓享受国际标准的医疗
服务，持续促进川港在医疗、
教育方面的合作，积极推进川
港合作长期有效交流机制的
建立，引入香港先进的医疗、
康复、护理体系，探索人才共
建，立足长远发展，将更多更
先进的康复理念技术和行业
专家带到四川来，结合本地的
优势资源，形成落地的延续性
的合作机制。

推进国际标准医疗落地
川港康复医疗合作项目正式启动

义诊疑难复杂功能障碍
川港合作项目将顶尖专家聚在成都

川港康复医疗合作项目正式启动。

励建安教授现场为患者义诊。

“香港援建‘5·12’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暨川港康复医疗合
作项目启动系列活动”在成都正式启动。

的哥说我漂亮
还拉领口袭胸
5月15日上午，与这段视频一

起广为流传的，还有当事乘客在网
上的爆料内容。

这位昵称为“所有的深情都不
应该被辜负”的女乘客说，5月15
日早上，她从乐山中心城区翡翠国
际二期小区出发，打车前往学道
街。当时，她穿着一件露肩上衣，
坐的是副驾驶位置，“途中一根头
发掉到了锁骨处，他（的哥）居然动
手给我捡了。”

女乘客说，到达目的地付钱后，
的哥突然说“你很漂亮”，然后伸手
拉她胸前的领口，“拉开了”。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比发现，
该女乘客所述的这段内容，与网上
流传的那段8秒监控视频内容一
致。视频中，该女乘客赶紧护住胸
口然后下车，的哥见状笑了起来。

下车后，该女乘客随即拍下了
出租车车牌“川LT0332”，并进行
了曝光。“我想提醒一下乐山的女
孩子。”该女乘客心有余悸地表示，

“幸好不是晚上遇见这种事情。”随
后，她向主管部门投诉了该出租车
司机。

非常对不起
已停班停岗调查
记者查询发现，当事出租车属

于乐山市佛运出租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非常
抱歉。”据该公司负责人姜女士介
绍，当天上午11时50分左右，公
司接到了运管部门通报的相关信
息后，立即要求该车辆管理人（经
营者）童某和驾驶员赶回公司。另
一方面，公司也积极联系当事女乘
客，希望当面赔礼道歉，并积极协

商解决。
经初步调查，当事驾驶员姓

何，43岁，乐山市市中区人，2016
年11月取得从业资格。“他是另一
个出租车公司的注册驾驶员，并不
是我们公司的。”姜女士说，当天何
某的车出了点事，童某便临时让何
某驾驶川LT0332号车运营。

“这也暴露出我们管理上的问
题。”姜女士说，该车辆管理人童某
违反规定，将车交予未在公司注册
的驾驶员运营，并且未上报公司备
案。事发后，该公司已对车辆、驾
驶员实施了停班、停岗处理，并积
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处理，“真的
非常对不起。”

吊销从业资格
开展行业整顿
5月15日下午，乐山市运管局

就此事举行了媒体通气会。该局
负责人表示，当天上午，收到相关
的反映和投诉后，该局立即调查了
解相关情况，并召集出租车公司、
公安等方面开会。

该负责人表示，根据初步调查
结果，运管部门已作出了两点决
定：一是即日起吊销当事的哥何某
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其涉及的
其他问题由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

处理；二是即日起在乐山市出租车
行业，开展为期半年的从业人员职
业道德教育，以提升乐山出租车行
业服务水平。

乐山市运管局另一名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于佛运出租车公司的
违规行为，也将在调查清楚后按规
定处理。据介绍，乐山中心城区现
有出租车880辆，共由8家公司进
行运营，佛运是第二大出租车公
司，旗下有出租车170多辆。在即
日起开展的行业整顿中，该公司已
被责令作深刻检查，并将作为反面
典型警示其他公司。

猥亵女乘客
的哥被拘留10日
接受出租车公司和运管部门

调查后，当事的哥何某又被乐山市
公安局市中区分局传唤至派出所
进行调查。

当天下午6时43分，该分局
发布《警情通报》称：5月15日，乐
山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查处一起
猥亵他人案。经查，当日上午8时
许，违法行为人何某驾驶出租车，
行至乐山市市中区学道街附近时，
对准备下车的女乘客实施猥亵。
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何某
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在此事中，何某并非佛
运出租车公司的注册驾驶
员，却违规驾驶了该公司的
出租车。“如果不是专人专
车，是不是谁都可以来开？”
许多网友认为，这会给事发
后追查当事人增加难度。
那么，如何加强管理杜绝此
类违规行为？

“我们正在建设乐山中
心城区出租车智能调度项
目。”据乐山市运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项目自2017
年 10月启动，对原有的出
租车智能调度系统进行了

改造升级，同时分批对出租
车车载终端设备进行换装、
调试，并安装了4G信息监
控系统。

目前，该套系统正进
行联调联试，预计5月底前
完成验收投用。“其中有一
项是人脸识别系统。”该负
责人表示，专车对应专人，
一辆车固定几名驾驶员，
的哥需要进行面部识别，
才能驾驶自己的出租车，
且驾车途中，每半小时识
别一次，系统发现异常就
会报警。

袭胸女乘客
乐山“咸猪手”的哥被拘10天
视频如何泄露的？相关部门正调查来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李昕锋

出租车抵达目的地，
身着露肩装的女乘客
付钱后，的哥突然伸
出“咸猪手”，拉开了

女乘客胸前的衣服……5月15日
上午，一段时长8秒的监控视频，
在乐山网友的朋友圈、微信群中
广泛流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获悉，此事发生于当天早上8时8
分，地点是乐山中心城区。事发
后，43岁的出租车司机何某被运
管部门吊销道路运输从业资格
证，同时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
留10日的处罚。

与此同时，有关方面对监控
视频的来源展开调查。“隐私视
频被泄露和广为传播，泄露者和
传播者都涉嫌侵权行为。”律师
提醒，网友在传播信息时，要防
止涉及他人隐私。

袭胸事件袭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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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追问两个追问

此事中，网上广为流传
的8秒监控视频，也是来自
该套智能系统。“车内有两
个摄像头，一前一后。”乐山
市运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段视频是由前摄像头拍
摄的。

值得一提的是，该段视
频记录的哥何某猥亵女乘
客的同时，也清晰拍下了两
人的容貌、衣着等信息，并
未经处理广泛传播。“为这
个事，我已经折腾了一整
天。”15 日下午 5 时 50 分
许，记者在乐山中心城区见
到了当事女乘客，“一个字
都不想再提了。”

那么，监控视频是如何
泄露的？“有3个渠道能获取

监控视频。”上述相关负责人
表示，一是运管部门，二是乐
山市道路运输协会出租汽车
客运专委会监控中心，三是
车辆所在的佛运出租车公
司。“但具体是哪个渠道出去
的，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该
负责人表示，调查结果出炉
后，将依法依规处理。

北京威诺（成都）律师
事务所律师郭金福表示，根
据《民法总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泄露者和传播者都涉
嫌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当事
人可要求责任人承担相应
民事赔偿责任。郭金福提
醒说，网友在转发信息时要
注意甄别，要防止散布他人
隐私。

如何确保专人专车？
运管：智慧平台即将投运

隐私视频如何流出？
律师：泄露传播都涉嫌侵权

女乘客下车后拍下当事出租车号牌。

当事的哥何某接受乐山运
管部门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