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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7 年 8 月 14 日下午 3 点 35

分，接某派出所通知：某镇村民龚某

某在某镇南大街徐某某处看病服药

后死亡。某区卫生部门卫生监督员

张某某、黄某某立即前往调查。当

事人徐某某的行为涉嫌违反《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任何单

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的规定，

于2017年8月14日予以立案。

【调查与处理】

现场调查发现，当事人徐某某

能出示《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执业

地点为某村卫生室；当事人不能出

示现场场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现场发现当事人开具的处方6

张、门诊日志1本、血压计1台、听诊

器 1 个以及其他药品器械；现场发

现使用过的注射器和安瓶，有观察

床两张；现场进行了摄像存查。同

时现场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包括处方

签 6 张、门诊日志 1 本、药品器械 1

件（一次性无菌注射器 24 支、一次

性使用输液器 5 具、小柴胡颗粒 1

包、玄麦甘桔颗粒1包、台式血压计

1台、听诊器1副、盐酸左氧氟沙星

胶囊1盒）。

通过对当事人徐某某、患者封

某某、患者侄儿周某某、死者龚某某

儿子封某某的询问笔录、结合现场

影像资料以及当事人记录的门诊日

志、所开具的处方签等证据，依法查

明当事人徐某某未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擅自在某镇南大街自

家住房内开展行医诊疗活动的违法

行为。

徐某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擅自执业，违反了《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

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的规定的

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四十四条及《重庆市卫生计生行政

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给予徐某某

以下行政处罚：①没收药品、器械；

②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肆拾肆元玖

角；③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法律分析】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

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

诊疗活动”。依照《卫生部关于对非

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非法行医

专项整治工作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

的批复》（卫政法发〔2004〕224号）以

及《卫生部关于对农村非法行医依

法监督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批复》（卫

监督发〔2004〕312号）的规定，徐某

某作为乡村医生，有《乡村医生执业

证书》，但未按要求在规定执业地点

执业，擅自在家开展行医诊疗活动，

造成1名患者看病服药后死亡。其

行为构成非法行医，应当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由于农村地区医疗条件较差、

交通出行不便，这种非法行医行医

行为普遍存在，为进一步维护农村

地区群众的健康权益。面对非法行

医，我们应该做到：

1.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加大对乡

村医生监管力度的同时，常态化开

展乡村医生培训工作，普及学习相

关法律法规知识，加强乡村医生法

制观念，促使乡村医生合法合规在

核准地点开展执业活动。

2. 农村大都是留守老人，医疗

安全意识缺乏，“图方便”、“图便宜”

的心理让一些非法行医的诊疗行为

有机可乘。因此，也要加大对群众

的宣传力度，普及医疗知识，使群众

不仅树立自身医疗安全的意识，更

要发挥群众力量，对身边的违规违

法行为积极举报，多方联动，共同构

建一个健康安全的医疗环境。

3.加大对原乡村医生队伍中未

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人员开

展诊疗活动的监督管理及普法宣

传，确保医疗卫生安全和服务质量，

切实有效保障群众就医安全。

綦江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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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车门该怎么开？
民警教你生活小妙招

“同学们注意看，这辆‘循迹小

车’就是依靠中心处理器控制的，我

们可以控制它的方向、速度等......”

在綦江实验中学机器人创新实践中

心，柯世民正在给高二（18）班的学

生上通用技术课。

今年是柯世民从教的第27个年

头。27年里，柯世民始终秉持着“人

人都能成功，个个都能成才”的教育

理念，坚持对学生实施“体验式教

育”，陪伴学生不断成长，培育出了

一大批优秀学子。

学生眼中的“全能王”

在实验中学，除了“柯老师”外，

柯世民在学生中间还有个称号，那

就是“全能王”。“做机器人、懂得细

胞分化...... 感觉柯老师什么都会。”

这是柯世民教过的学生对他最大的

印象。

1992年毕业于重庆师范专科学

校的柯世民主修生物系。在任教过

程中，因为兴之所至以及学校和学生

发展需要，柯世民潜心自学电子、电

工、计算机、通用技术等多门课程，主

编9本、参编出版多本教学书籍。

“在学校，电子、电工、计算机、

音响设备和电视机等多门课程教学

我都任教过。”柯世民介绍，由于任

教角色多，课时最多的时候，他一周

要上28节课。

学习从不停歇，收获也接踵而

至。2003 年，柯世民获计算机函授

本科学历，并获得重庆市电子和通

用技术骨干教师、重庆市最美创新

教师和重庆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等

荣誉称号；2017年11月，被评为正高

级教师；2018年4月，被推选为教育

部“双名工程”首批领航名师；2018

年9月，重庆市政府授予他特级教师

称号。

激发团队创新活力的“领头雁”

2018年4月，柯世民被推选为教

育部“双名工程”首批领航名师，随

即成立了实验中学名师工作室。

“一个人走得快，才能带动一群

人走得远。”名师工作室成立后，柯

世民与团队成员研究课程、研究教

学、不断学习、共同成长。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团队成

员专业素养迅速、有效提升，2017

年，该团队基础教学成果获市政府

二等奖；2019年，参加五年一次评比

的优秀教研成果获市教委一等奖，

队内青年教师杨念获市优质课一等

奖，并成为区级名师和市名师工作

室成员。

学生成长成才路上的“启蒙者”

“同学们看，这块木板上刻的是

哪里？”“是我们学校的校门。”

“这块雕刻就是我用激光雕刻

技术制作的，还有你们面前的模型，

是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

“哇，就像凭空造物一样！”机器

人创新实践中心里传来高二（18）班

学生的阵阵惊叹声，柯世民嘴角露

出笑意，“鱼上钩了！”

这样的情况在柯世民从教27年

生涯中并不少见。“‘体验式教育’就

是要让学生自己动手，亲身体悟，通

过真实接触明白其中的道理。在体

验中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培训他

们的创新思维。”

通过“体验式教育”，柯世民用

兴趣吸引学生，并主动调整课程。

而在周末、节假日，和学生们沉浸在

实验室，组装收音机、抢答器、摇摇

棒等更是常事。“这样可以让孩子们

体验成功的喜悦，同时还能引起他

们对其它学科的兴趣。”

对柯世民的授课，高二（18）班

的学生可谓是好评如潮：“柯老师上

课风趣幽默，而且通过实践教学，让

我们很快理解了知识点，真的很期

待下节通用技术课！”

几年来，柯世民指导的学生有9

名获得全国创新大赛一等奖，60 多

名学生获市级以上奖励。

“每当看到孩子们站在领奖台

上欢呼雀跃，我都觉得很欣慰。”柯

世民说，“教育部‘双名工程’首批领

航名师既是荣誉，又是压力，我和我

的团队会继续努力，开创更多优质

课程，伴随孩子们成长成人成才。”

本报讯（通讯员 梅李）9 月 28

日，已经在古南街道卫生院住院 20

多天的84岁老人许庆煜要求出院，

临别时，他和老伴李芳跟医生护士

一一道谢，表达不舍之情。

许庆煜家住綦齿社区，已全身

瘫痪9年。今年上半年病情恶化，背

上、腿上、双侧髋部、尾椎部、臀部长

了10多个压疮，发出一阵阵恶臭。

9月4日，许庆煜来到古南街道

卫生院外科住院。

“许爷爷来时精神萎靡，全身压

疮大面积化脓感染，已经出现了脓毒

血症症状，发热嗜睡，身体虚弱不能

说话，呼吸困难，看上去很痛苦很难

受。”许庆煜的主管医生张和开说。

每天，医院外科医护人员为许

庆煜输液、翻身、换药、询问······

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他。“爷爷，你

好点没有，你晓得我是哪个不？”“你

是李家妹儿。”20 多天后，护士李梅

听见许庆煜口中传出虚弱的回答

声。声音虽小，但大家都非常开心，

因为无微不至的精心照料让许庆煜

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

“他们是真的好医生好护士，对

我们很用心，也把老头子照顾得很

细。”许庆煜的老伴李芳感动地说，

每次张和开医生来为老伴换药，总

弯着腰，手捏无菌钳，依次用双氧

水、生理盐水、碘伏反复仔细地冲洗

每一个创面，由于创面大且深，一换

就是一两个小时，没有一句怨言。

最觉得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换药过

程中老伴不知怎的突然撒尿了，正

巧淋到了张开和的衣服上，可张开

和没有生气，只笑着轻轻地说了句

“爷爷，你淋到我身上都没得啥子，

不要把创面打湿了，会感染”。

出院前夕，李芳表现得有些着

急，她不知道自己回家了怎么照顾

老伴。“婆婆你不用担心，我手把手

地教你。”张开和一字一句叮嘱李

芳，棉签该怎么弄，碘伏该怎么擦，

怎么达到消毒标准······全部进行

了耐心讲解。“大家对我们那么照

顾，到哪里我们都会念着你们的

好。”李芳说道。

古南街道卫生院

贴心服务换来患者感动

近年来，赶水镇在稳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狠抓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居民生活环境越发优美。图为近日，赶水镇天空白云

飘舞，河流碧波荡漾。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柯世民：当好“领头雁” 培育创新型人才
本报记者 刘琦 黎梨

本报讯（通讯员 王镇霞）开车

门是一推一拉这么简单吗？其实不

然。日前，市民李先生就因为开车

门时不小心将王先生的小车车门擦

挂了，引发了纠纷。最终在民警的

调节下，事件得以平息。

国庆节期间，王先生驾驶车辆

行驶至綦江城区一个十字路口转弯

时停下。对面驶来了一辆白色越野

车，白色越野车车主李先生以为王

先生要开车离开这个路口，就把自

己的车辆停车熄火打算离开，未观

察车外情况便一下子打开了车门。

只听到“砰”的一声响，李先生的车

门碰到了王先生的车门上，把王先

生的小车车门擦挂了，双方因此产

生了纠纷。

区公安局通惠所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到现场，经现场勘查，李先生

应该负事故全责，所幸没有人员伤

亡。

民警提醒，“鲁莽开车门”是非

常危险的用车坏习惯，呼吁大家要

养成良好的开车门习惯，尽量避免

悲剧的发生。

乘客在下车之前打开车门时，

应该结合马路上的交通状况，在确

保安全之后才能打开车门。

开门第一步：从左后视镜观察

后方来车情况。驾驶员在开车门之

前，必须仔细观察左后视镜，确认左

侧没有来车或是行人时，才能打开

车门。

开门第二步：从外后视镜确认

安全后，先把车门打开一条缝。从

外后视镜中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后，

我们可以打开车门，但千万不能一

下子就推开车门，而是先开启一条

缝，让后面驶来的车辆，特别是摩托

车和自行车等非机动车驾驶员提前

知道“车门要打开了”，以便避让。

开门第三步：缓慢开启车门，扶

好车门下车。我们从门缝中确认后

方安全后，就可以下车了，但在下车

时，我们应该始终注意观察后方来

车情况，开门的角度不需要太大，只

要足够自己下车的角度就可以了。

相关链接——

开车门需小心谨慎
柯世民正在给学生们讲解“循迹小车” 记者 刘琦 摄

柯世民正在备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