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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北京市卫健委：
解除输入型鼠疫病例

在京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1日发布消

息，21日8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来京就医
的两名肺鼠疫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已
按照标准全部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据介绍，近日，两名患者病情危重，北
京市已多次组织知名专家会诊，优化调整
治疗方案，医护人员密切监测病情，中西医
并重，全力救治患者。

北京市将继续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指导下，充分发挥专家作用，依法科学规范
做好疾病防治工作。 据新华社

“守林英雄”胡俊生：
还青山以本色

胡俊生，1950年生于江西省怀玉山下的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1968年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度过17年
军旅生涯，1985年转业来到上饶县（现为广
信区）公安局。1988年3月，上饶县组建林业
公安分局，上级委派胡俊生出任分局局长。

上任不久，胡俊生就碰到一起特大毁
林案。1989年3月8日，在上饶县东南的前
程林场，几百名不法分子哄抢100多立方米
林木，毁林300余亩，打伤乡村干部和护林
员12人。案发后，胡俊生火速赶到现场。
然而，因案发两县交界处，取证十分困难。

不能让毁林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胡俊
生带头攀悬崖、登峭壁，和大伙儿在山峰上
潜伏了两天两夜，终于在第三天凌晨抓获
七名偷砍盗伐分子，接着又奋战三个昼夜，
将特大毁林案主犯捉拿归案。

在任分局局长的8年中，胡俊生坚守初心
守护林木安全，共查处林业案件1100余起，为
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1995年8月27日，胡俊生带着分局干
警，奉命到远离县城百里的周村处置一起
紧急治安事件。周村是个有6000多人口
的村庄，当时村里有一伙地方黑恶势力，偷
盗、抢劫、行凶无恶不作，仅毁林犯罪一项，
短短两年就非法砍去170亩山林，毁坏150
亩河堤防护林，给当地林业生态造成难以
弥补的损失。

胡俊生带领干警冲进村，包围罪犯，堵截
罪犯退路。正当胡俊生掩护战友押送罪犯
时，另一战斗组的干警遭到地方黑恶势力疯
狂围攻。铁棍、石块……雨点般砸向干警。

情况十分危急，胡俊生冲上前去紧急
救援。他一面厉声痛斥不法分子妨碍执行
公务是犯罪行为，一面奋力将被围攻的干
警解救出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胡
俊生的腹部，他倒在血泊中。

胡俊生牺牲后，公安部追授他为全国
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他用短暂的一生
坚守初心守护林木安全，还青山以本色。

据新华社

“喝风辟谷”想领“双创”补贴？
当地称已展开调查

封面新闻探访西安“喝风辟谷治病”公司：导师从学员里发展，要当导师需缴费25800元

近日，西安市曲江新区一家宣称
“喝风辟谷就能治病”的公司引发热议。

日前有网友发文称，“西安喝风辟
谷国学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微信
公众号曾发布大量文章，宣传“辟谷”的
种种治病效果，称能治愈的疾病包括癌
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瘫痪、不孕不育
等。同时，通过开设“辟谷培训班”，收
取高额培训费用，并宣称不少学员因

“辟谷”治愈顽疾。网文质疑，一家如此
“不靠谱”的公司，竟在申请曲江新区管
委会的“双创”补贴资金。

21日下午，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对
此事件正式作出回应，表示已展开调
查。据了解，目前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曲江工商分局已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下一步，曲
江新区将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核“双创
券”申报，待本次公示期结束后，对不符
合条件的公司，会取消其兑付资格。

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对此，
11月20日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来到西安市曲江文化产业园，对这
家“西安喝风辟谷国学文化传播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喝风辟谷公
司”）进行了实地探访。

记者探访
公司占地近千平方米
知情者：每天人来人往

天眼查信息显示，西安喝风辟谷国
学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
年11月24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法
人代表名叫张卫，此人同时还是该公司
的大股东，执行董事和总经理。还有一
位名叫吕萍的股东和一位名叫杨西的
监事。

11月20日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来到曲江文化产业园了解到，“喝
风辟谷公司”在23楼办公。不过此时大
门已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并上锁。

楼层物业人员称，20日下午，他曾看
到有人在里面上班，其中一位前来培训
的老年学员还说过，自己感觉效果挺好。

据知情者透露，该公司占地近千平
方米，大概占了一层楼的一半面积，“我
们每天就看他们人来人往，各种人都
有，人流量很大。”

线上宣传
“精品日记”里写着：
“辟谷”能治好癌症

“辟谷教程”、“辟谷问题”、“精品日
记”……20日，记者登录“喝风辟谷公
司”的“喝风免费辟谷”微信公众号上看
到，关于如何辟谷及其注意事项有分门
别类的展示，相应文章有1200多篇，不
少还配有视频。

翻阅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对辟谷究
竟是什么以及辟谷的功效，文章里语焉
不详。其中一篇这样写到：辟谷是中国
很古老的养生方法之一，在古代是密不
外传的。 古代的人学习辟谷养生通常
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辟谷养生的
过程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是一
个肯定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

公众号里的“精品日记”，无疑是最
具感染力的“宣传”。记者翻阅了几篇
后发现，里面声称能通过“辟谷”治好的
病可谓神奇：如癌症、糖尿病、减肥等。

有位陈姓学员的日记写到：“来辟谷
营是拄着拐杖来的，（一天）学习结束时发
现不用拐杖也能走了，最后一天直接把拐
杖扔了，医生说要两个月才能下地。”

另一位李姓学员自述则更神奇：
“右手食指外侧长了个火柴棍高的东西，
赶上辟谷营有课，4天3夜，我有空就对手
指说‘亲爱的宝贝，我伤害着你了，我向
你赔礼道歉……’手指就像听懂了我的
话，（长的东西）竟然神奇般消失了。”

学员谈“疗效”
要想成导师，

需缴费25800元
11月20日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联系上其中一位学员李阿姨。
李阿姨称，她刚刚参加完终南山培

训班，自称已是导师。她说：“我是来给
你指路的。这种辟谷方法独特在看病找
医院是对外求，求助别人，我们是通过潜
意识，是内求，不断暗示我是健康的。”

通过与李阿姨沟通，记者了解到，
该公司提供的治疗方式主要有两种，一
种叫“天行健”，其实就是快步走；另一

种叫“做大爱”，就是不断夸自己身上各
个器官，达到暗示作用，哪里不舒服，只
要摸一摸说“对不起，我爱你”就能好。
而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关键，重点在学习

“心法”，即改变自己观念。
据了解，辟谷学习全部免费，但要

成为导师却要交费。一般导师都是由
学员发展，成为导师需要交25800元，新
导师20多天发展一次，“我们这次一起
培训的新导师都有100多个。最早只要
3800元，后面越涨越高，明年估计还会
涨价。”李阿姨说。

她介绍，这套“辟谷法”已在全国
500多个城市开展了线下分享会。

针对网友质疑，21日下午，西安曲
江新区管委会对此事件正式作出回应，
表示已展开调查。调查称，这家公司于
2017年11月24日成立注册，属于浙文
创产业园入孵企业，经营范围为国学文
化交流的组织、策划及健康管理等。

对于“双创”补贴，西安曲江新区管
委会回应表示，该公司于今年6月28日
在星空企服平台申领曲江新区第二季
度“双创券”，其申领项目为“能耗补
贴”，预计兑付金额为5644.29元。网上
质疑期间，相关补贴正处于公示阶段
（公示期为11月13日至11月21日）。根

据《西安曲江新区创新创业券实施细
则》，公示期间无异议后方可兑付。如
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书面形式，在公示期
间对公示企业提出异议，将根据反映情
况进行调查核实，暂缓兑付，并将反映
情况和线索通报相关单位。如果反映
情况属实，则取消其兑付资格。

据了解，目前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曲江工商分局已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下一步，曲江新
区将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核“双创券”
申报，待本次公示期结束后，对不符合条件
的公司，会取消其兑付资格。 据新华社

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
如果反映情况属实，则取消其兑付资格

““双创双创””补贴咋回事补贴咋回事？？

“喝风辟谷”公司外景。

该公司公众号上发出的辟谷导师收费课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西安报道

传奇：
一段曲折的诞生历史

1911年，清末状元、中国近代著名实业
家、教育家张謇创办了通州医院，通州废州立
县后，改称南通医院。1937年南通遭日本战
机狂轰滥炸，迁至扬州，第二年被命名为第七
重伤医院，并投入抗日战争前线。抗日战争
胜利后，医院搬迁回南通。十二年后，南通医
学院大部迁至苏州，更名为苏州医学院。

1959年，随着时代发展，为更好地服务苏
州人民，苏州医学院附属二院正式组建。这一
年，被确定为核工业四一六医院的诞生之年。

1969年，根据国防三线建设的要求，已
归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管理的苏州医学院
附属二院整体内迁至四川内江，更名为西南
四一六医院。

1989年，为了更好地发挥核工业西南地
区中心医院的作用，按照国防三线调整的统
一部署，医院整体搬迁至成都，正式命名为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让宝贵的原子能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中
国近代实业家张謇、两弹一星、核工
业、原子能……

这是一项项载入史册的成就：把原
子能技术应用于医疗；小儿脑瘫的手术
治疗及康复治疗；脊柱侧弯矫形手术，
为患者带去生的希望，惠及大众……

璀璨的名字和成就背后，与一家
医院紧密相连——成都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核工业四一六医院。成立60
年来，核工业四一六医院坚持“以病人
为中心”，“呵护生命、精业成医”为已
任，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重大创新贡献。

使命：拥有一流人才
开展一流技术
提供一流服务
建设一流医院

近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核工业四一
六医院已拥有核医学科、皮肤与性病科、
呼吸内科、康复医学科、泌尿外科、神经
内科等一批省市重点专科，其中核医学
科、皮肤与性病科获四川省卫计委甲级
重点专科授牌。

发展之路不歇。2015年，为医教研
融合发展，核工业四一六医院成为成都
医学院直属第二附属医院。而长期以
来，医院作为成都大学医护学院、成都中
医药大学、成都医学院等十所医学院校
的教学医院，先后接受临床见习学生
7000余人次，为医疗卫生及教育事业输
送了新鲜血液。

新时代使命崇高，任重道远。以病
人为中心，以“呵护生命、精业成医”为已
任，运用先进的医院文化管理理念，按照
三级甲等医院标准进行科学化、规范化
管理，不断提高医院的综合实力……新
一轮的创新发展正在加快推进。

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核工业
四一六医院院长王蜀昌说，在百舸争流
的时代潮头，医院将努力实现“拥有一流
人才、开展一流技术、提供一流服务、建
设一流医院”的发展目标，致力于打造一
所现代数字化大型综合性医院，不断发
扬核工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拓展核技
术医学方面的应用，让宝贵的原子能技
术惠及大众，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优质、安全的医疗服务。

苏 州 建 院 60 周 年
内 迁 内 江 50 周 年
搬 迁 成 都 30 周 年

多年以来，核工业四一六医院积
极开展对口支援和健康扶贫，先后对
汉源县人民医院、广安前锋区人民医
院、彭州市磁峰镇卫生院、桂花镇卫生
院、壤塘县人民医院、丹巴县人民医
院、小金县人民医院、黑水县人民医院
等地进行对口支援，同时，一批批医生
前往艰苦贫困的地区，长年驻扎，“传
帮带”、“师带徒”，成为当地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的“铺路石”。
此外，医院免费接收受援机构骨

干进修，培养出一批批骨干人才和科
室带头人，定期开展远程诊疗指导、远
程教学、贫困患者大病集中诊治活动，
有效提升了贫困地区的卫生计生服务
能力，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例如，经过
医院对口支援，汉源县人民医院已成
功升级为二级甲等医院。

公益之路不止。医院还成立了一
批志愿者队伍，全员职工积极参与，经
常性开展门诊助医、病房探访、病友互
助、应急救援、特困帮护、义务献血、送
医下乡等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已有
多项志愿工作获得全国性大奖，如
2018年《春雨计划——推动特殊儿童
医教结合融合教育》获第四届全国志
愿者项目大赛全国赛区金奖。

60年风雨征程，核工业四一六医
院的创建和发展，不仅为祖国建设者
和大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带动了我
国原子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
用。

20世纪60年代，经国务院批准，
当时的核工业四一六医院划归国家第
二机械工业部管理，主要承担核工业
部相关科技工作者的疗养任务，同时
为周边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此后，医

院根据国防三线建设的要求，整体内
迁至四川内江，为三线职工提供医疗
保障。

在建设发展期间，凭借在核技术
的领先优势和医疗优势，以诊治肿瘤、
放射性损伤为特长，为西南地区服务，
成功拓展了核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
用，先后同多家机构合作，进行了核素
在甲亢、肿瘤、前列腺、顽固性皮肤病
等医学临床领域的探索、研究及临床
应用。

如今，医院全面面向大众，还发展
了多项特色专科医疗：甲状腺疾病诊
治、甲亢的碘131核素治疗、甲状腺相
关性眼病的手术和放射性治疗技术、
小儿脑瘫的手术治疗及康复治疗、癫
痫的手术治疗、皮肤外科技术、甲状腺
微波消融微创手术、心血管介入、脊柱
侧弯矫形术等。

奋斗：一支神秘的医疗力量

奉献：一所热心公益的医院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搬迁成都

夜幕下的核工业四一六医院,宛如
一个个生命温暖的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