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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連環刺醫案引起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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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十六日電】針
對連續惡性傷醫事件的發生，北京市各大醫院
均在近日加強安全防範，穩定醫務人員情緒。

上周五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耳鼻喉科醫生邢
志敏被兇手割傷頸部九小時後，北京航天總醫
院內科醫生趙立眾被人以相同手法刺中頸部，
經搶救後兩人均無生命危險，兇手為同一人。
據悉，現在兩名被襲醫生已經意識清醒，並能
夠與人交流。

由於截至 16 日兇手尚未被抓捕歸案，恐
慌情緒仍在廣大醫務工作者內部蔓延。許多醫
務人員在網絡上呼籲同行注意兇手是否曾在各
自的所在醫院就診。

據記者了解，針對兩起傷醫事件，北京市

各大醫院於近日召開內部會議安撫醫生情緒，
加強醫院安保措施與醫生自身安全防範意識。

公安機關調查稱，4月13日刺傷人民醫院
、航天總醫院醫務人員的犯罪嫌疑人名為呂福
克，51 歲，北京豐台人，身高 1.79 米，職業
為首鋼動力廠工人。

北京航天總醫院工作人員表示，此人兩三
年前在航天總醫院看過鼻炎，醫生用擴鼻器檢
查，但沒有開藥，他堅持認為醫生使他病情加
重，並拿皮鞭要抽打醫生。恢復意識後的人民
醫院被刺醫生邢志敏也回憶起她曾接治過呂福
克。

北大人民醫院耳鼻喉科從 14 日即恢復問
診。記者來到案發樓層時發現，在耳鼻喉科候

診的病人熙熙攘攘，除了邢志敏醫生所在的第
四診室依舊緊鎖之外，就醫秩序良好。不時能
看到案發後增加的安保人員在巡邏。

相繼發生醫生遇襲事件將醫患關係問題推
到輿論的風口浪尖。15日，在衛生部醫院管理
研究所召開的研討會上，北京醫療機構相關負
責人表示，已與澳洲醫療衛生機構聯合開展負
性事件調查，提升醫院管理水平並進一步保障
患者安全。據衛生部醫院管理研究所所長梁銘
會介紹，醫院負性事件就是國內常說的不良事
件，目前國內醫院尚未形成負性事件報告的氛
圍和習慣。梁銘會表示，進行負性事件調查研
究，有利於醫院提升管理服務水平，進一步保
障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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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格拉丹東藥業有限公司的腦康泰膠囊、愈傷靈膠囊；
長春海外製藥集團有限公司的盆炎淨膠囊、蒼耳子鼻炎膠
囊、通便靈膠囊；
丹東市通遠藥業有限公司的人工牛黃甲硝唑膠囊；
吉林省輝南天宇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抗病毒膠囊；
四川蜀中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的阿莫西林膠囊、諾氟沙星膠囊；
修正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羚羊感冒膠囊；
通化金馬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熱通淋膠囊；
通化盛和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胃康靈膠囊；
通化頤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炎立消膠囊。

9家藥廠13個鉻超標產品

中央電視台 15 日報道了 13 個藥
用空心膠囊產品鉻超標的消息引起社
會廣泛關注。食藥監局對此回應稱，
已責成相關省食品藥品監管局開展監
督檢查和產品檢驗，並派員赴現場進
行督查。

食藥監局 15 日晚發出緊急通知
，要求對媒體報道的 13 個鉻超標產
品暫停銷售和使用。待監督檢查和產
品檢驗結果明確後，合格產品繼續銷
售，不合格產品依法處理。對違反規
定生產銷售使用藥用空心膠囊的企業
，將依法嚴肅查處。

本報記者今日在北京走訪了白塔
寺藥店、萬通京晨大藥房，媒體曝光
的問題膠囊均沒有銷售。但兩家藥店
工作人員表示，不知道相關新聞，未
接到任何關於問題膠囊的下架通知。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在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製售有毒膠囊
最高可獲刑事處罰。

浙江企業自發送檢
針對 「毒膠囊」事件，各地有關

當局高度重視並採取相應行動。浙江
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16 日上午緊
急下令對 13 種鉻超標問題膠囊產品
實施暫停銷售使用，等待進一步處理
，並對浙江省新昌縣違規生產銷售不
合格 「明膠空心膠囊」的兩家違規企
業的生產線、倉庫、財務等均已作查
封控制，問題產品及原料已進行抽樣
送檢。

浙江省新昌縣有 「全國有名的膠
囊之鄉」之稱，當地公安局 16 日透
露，警方已對 11 名犯罪嫌疑人依法
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對於最受外界關
注的膠囊流向，該局表態一查到底。

據悉，這 11 人中涉及 4 家膠囊
企業，分別是華星膠丸廠、新昌縣卓
康膠囊有限公司、新昌縣瑞香膠丸有
限公司、浙江林峰膠囊有限公司。華
星膠丸廠和新昌縣卓康膠囊有限公司
兩家企業被查封。這4家公司均位於
新昌縣儒岙鎮。該鎮是中國最大的空
心膠囊生產基地之一。

新昌縣空心膠囊行業
協會秘書長徐宏輝

介紹，新昌年產膠囊800億顆，年產
值8億元人民幣，大概佔據中國空心
膠囊年產量的 1/3。出於行業自律的
考慮，協會中 29 家企業聯合共建了
檢測中心，按批次自發送檢，重點就
是檢測膠囊中的鉻含量。

河北涉事企業放火毀證
在河北，涉事的原料企業河北阜

城縣學洋明膠蛋白廠被指用生石灰處
理皮革廢料進行脫色漂白和清洗，隨
後熬製成工業明膠賣給藥用膠囊生產
企業。而在當地警方進廠查處前，該
廠莫名失火。

阜城縣當局此前證實，4月15日
15 時 22 分，學洋明膠蛋白廠綜合樓
發生火災。阜城縣消防大隊接警後及
時趕到，16 時 30 分將火撲滅，沒有
人員傷亡。

16 日晚間，河北省阜城縣官方
透露，該企業經理宋訓杰為隱匿偽造
銷毀證據實施放火，已於 16 日中午
被公安機關拘留。與此同時，該企業
倉庫已被警方查封。截至目前，公安
、質監等部門共查封該企業產品200
多噸，其中無標識產品約10噸。

阜城縣官方表示，目前該縣所有
明膠企業一律停業整頓。

問題藥未進上海市場
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管局 16 日表

示，經過 「藥品流通實時監控系統」
的連夜查詢，上海食品藥品監管部門
發現，此次被媒體曝光的 13 個 「問
題批次」的鉻超標藥品，未進入上海
市場；但今年以來，有6個被曝光品
種的其他批次藥品曾進入過上海市場
。目前，監管部門已要求所有藥品經
營企業和醫療機構暫停銷售和使用這
些藥品，全面下架、就地封存。此外
，上海有兩家藥用膠囊生產企業，監
管部門正在對其原料和產品進行品質
抽驗。目前，上海食品藥品監管部門
已啟動涉膠囊產
品的專項監督檢
查和產品檢驗，
一旦發現不合格
產品將堅決依法
嚴肅查處，並及
時向社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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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 「毒從口入」的故事總是
沒完沒了。

「我的爛鞋子被你們拿去做膠囊
了麼？」 「修正藥業」官網被黑後出
現的這句質問，代表了公眾得知真相
後充滿憤怒。這家曾被視為行業翹楚
的知名藥企，以往通過鋪天蓋地的公
益廣告和冠冕堂皇的社會活動，將自
己偽裝得何等厚道仁義，而今卻在揭
開面具後露出猙獰可怕的面目。以它
為首的多家藥企，被爆用工業明膠製
造出鉻超標的致癌藥用膠囊，在生石
灰─破皮鞋─工業明膠─藥用膠囊這
樣匪夷所思的鏈條襯托下， 「良心藥
、放心藥、管用的藥」這句曾經深入
人心的廣告詞，顯得那麼虛偽、卑劣
，嘲諷意味十足。

更令人震驚的是，業界知情人士
對媒體透露，這樣的藥企遠不只幾
家，這樣的 「潛規則」早已橫行多
年，而已經揭露的內幕還僅僅是冰
山一角！

「良心藥」讓人涼了心，類似的
失望公眾並非頭一回遭遇。近年來，
知名食品企業、乳品企業、藥品企業
頻繁爆發質量安全問題，本應成為行
業標榜的他們，有的隨波逐流，有的
自甘淪落，有的甚至主導並引領了行
業的製假販假風潮。他們置同胞的生
命安全於不顧，一邊昧着良心壓低成
本，一邊在廣告上砸下巨資宣傳 「企
業良心」，上演着 「賊喊捉賊」的鬧
劇。他們的相繼 「淪陷」，顯示在某

些行業，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
重的地步。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開啟了一個全民逐利的時代
，攫取財富成為越來越多人的最高目標。為瘋狂追
逐利益，不惜拋棄道德束縛，昧着良心去做不法之
事，從而催生出種種社會怪象──瘦肉精、蘇丹紅
、三聚氰胺、地溝油被送入百姓口中，連治病救人
的藥品也被添加了致癌物。由此，人們看到的是一
種 「破窗效應」：在某種 「不道德行為比道德行為
獲利更多且沒有得到懲戒」的潛規則之下，不道德
行為便競相受到效仿並漸成風氣。 「無良奸商」層
出不窮，無怪乎在中國面貌越來越光鮮的今天，卻
有越來越多的人懷念回味起多年前的 「樸素心境」
：那個溫暖良善、合作共生的世道到底去了哪裡？

而讓公眾 「涼了心」的不僅僅是企業的見利忘
義，還包括監管部門的庸政懶政、失職瀆職。現如
今， 「民不舉，官不究」已成了鐵定規律，幾乎每
一起質量安全事件都是媒體扮演 「先行者」，通過
曝光引發社會關注，而監管部門充其量只是負責善
後處理的 「滅火隊員」。就此事來看， 「膠囊之鄉
」能遍地開花、大批量生產有毒膠囊，離不開其賴
以生存的 「肥沃土壤」，在駭人黑幕早成業內公開
秘密的當地，監管部門卻始終視而不見、放任自流
，這當中或是囿於監管不力，或是緣於錢權交易，
在 「膠囊門」的查處中，必須給公眾一個明確的交
代。

總之，社會誠信不彰、行業監管不力，類
似 「扔了舊皮鞋最終卻吃到嘴裡」的鬧劇就還
會繼續上演。負責任的政府必須出台
切實有效的措施來扭轉亂局，不能總
讓公眾和輿論光罵罵髒話，然後就洗
洗睡了。 時時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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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手為同一人 醫院加強防範

六種毒膠囊流入廣東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六日電】央視曝光九家藥廠

13 批次藥品所用膠囊重金屬鉻含量超標，有四個廠家六類
藥品進入廣東省藥品陽光採購平台。省衛生廳新聞發言人
周紫霄今天表示，採購平台昨晚已暫停這六類藥品的採購
交易，正等候相關檢測結果，相關部門正合力追查涉事藥
品流向，估計流入量不會多。從今天起，全省範圍內部署
開展對藥用空心膠囊及藥用明膠生產企業的相關監督檢查
工作。

「廣東省醫藥採購平台」顯示，進入採購平台的四個廠家六
類藥品包括四川蜀中製藥有限公司生產的阿莫西林膠囊、諾氟沙
星膠囊，青海省格拉丹東藥業有限公司生產的腦康泰膠囊、愈傷
靈膠囊，吉林省輝南天宇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抗病毒膠囊，
通化金馬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清熱通淋膠囊均中標。

據悉，從2011年至2012年頭四個月，進入廣東省藥品陽光
採購平台的六種毒膠囊共有 70 多家醫療機構採購過，其中以衛
生院等小型醫療機構居多。

【本報記者尹健、趙文博，實習記者趙雪長春十六
日電】記者今日從吉林省食品藥品質量監督局了

解到，吉林省已召開專題會議進行部署，並
責成藥監部門對涉嫌使用不合格膠囊生產

藥品的企業進行調查，對相關藥品立即封
存，暫停銷售，進行檢驗，對已銷售的

疑似問題藥品，責令企業立即召回。
要求轄區內藥品經營企業和醫療機

構立即停止銷售和使用疑似問題
藥品。

記者手持央視公布的相關
批號膠囊藥品名單，在吉林省
長春市的中心商業區隨機走訪
了 8 家不同品牌的藥店，銷售
人員仔細對照查看後的答覆均
為 「沒有這些藥」、 「我們沒
有出售這些藥」。部分藥房經
理還表示，已聽說部分膠囊藥品
出問題的新聞，上級監管部門也
下達下架通知，但自己店裡沒有
出售過那些產品。

被央視曝光的13種問題膠囊藥
品，涉及 9 家藥企。目前，只有吉
林省輝南天宇藥業在其官網上就
「毒膠囊」一事作出了說明，並稱此

次央視曝光的抗病毒膠囊（產品批號：
091102）是 2009 年 11 月生產的，執行的

是2000版藥典標準，為合格產品。目前與
企業合作的膠囊廠家資質證明齊全，產品合格。

浙江膠囊之鄉11人被拘
針對內地9家藥廠被曝藥用膠囊含重金屬鉻超標一事，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今晨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對媒體報道的13
個鉻超標產品暫停銷售和使用。各地紛紛清查 「毒膠囊」 ，整頓
相關企業。 【本報記者李銳、龐旭北京十六日電】

吉林涉事企業稱產品合格

▲發生醫生被刺的北大人民醫院耳鼻喉科四診室 中新社

▲卓康膠囊有限公司
的膠囊生產車間已停
產 新華社

▲內地9家藥廠被曝藥用膠
囊含重金屬鉻超標 中新社

▶涉嫌使用工業明膠
製作空心膠囊的卓康
膠囊有限公司已被查
封 新華社

▶涉嫌使用工業明膠
製作空心膠囊的新昌
縣華星膠丸廠已被查
封 新華社

▲16日，山東青島市
黃島區藥監局工作人
員對轄區內藥店膠囊
藥品進行檢查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