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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
系上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
长、主任医师王刚，经过查看伍某
某和杨某某夫妇的药方，他介绍，
刘大田开的药方，理法不淸，药理
不明，章法混乱，药品重复，剂量
错误，也看不出具体能治什么病。

王刚介绍，中医看病讲究的
“望、闻、问、切”，通过这几个途径
搜集病情，综合多方面的情况，对
病情进行诊断。“只问病情就开药
方，病情信息都没有搜集完，就开
药方，这种做法对病人是不负责
任的。”王刚说。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中医
科主任医师、四川名中医刁本恕

介绍，“所谓的神医都是骗人
的”。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通个这4种方式得出的信息进行
综合得出结论。不看病人本人就
开药方，病情搜集太单一，刁本
恕说：“这种做法是故弄玄虚，是
对中医的诋毁。”

刁本恕介绍，多数情况下，“神
医”一副药可以包治百病，其实是不
可能的事情，但可以对多个症状进
行缓解。他说：“现在有很多因素在
影响中药的治疗疗效，把中医吹得
过于神乎其神，什么都能医，这是不
对的，不要相信所谓的‘神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现场：
3.5公里的道路上石墩铁链无影踪

12月3日下午，记者来到成都科新
路，在科新路一段3.5公里的距离里，
公路一侧人行道上，隔离石墩中间都
有空缺，中间并没有连接部分。

走近后，记者发现，80多厘米高的

石墩上，还残留着铁链的痕迹，上下各
一个，不过，这些固定在石墩两端的铁
链，已经被剪断。在查看附近的石墩
时，这些石墩竟无一例外，上面的铁链
都已经不见踪影，而这些残留的铁链
部分已经锈蚀。不难看出，这些铁链除
了美观，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起到
安全防护功能，毕竟底下七八米的地

方就是摸底河。

危险：
走在河边少了一重安全保障

附近经过的居民表示，这种情况
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少了这些
铁链，对于从人行道上经过的人还是

有些危险。“以前有铁链的时候还能挡
一下，现在栏杆之间都是空的。”

管理方：
将重新设计进行更换

记者联系了高新区城环局，城环
局水务处的相关人士则表示，平时该
河段由第三方管护公司在管理，不过
到了夜间，这里就人迹罕至。“以前也
更换过铁链，但后来又缺失了。”他表
示，后来本来准备在一个河道整治项
目中打包整改，但后来因为项目原因，
所以没有及时更换。

目前，管理方已经专门就这一问
题进行整改，并重新进行了设计。“今
后将把石墩拆除，用不锈钢的栏杆，类
似高速公路的那种栏杆。”他介绍说，
这样既能够保证美观，也能起到安全
防护作用。如果开始施工，最快两三个
月就能够整改完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宦小淮

摄影报道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8330期开奖结果：
171。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8142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05 13 14 18 24 25 30，特别号码：22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330期开奖结果：236，直选：5630
注 ，每 注 奖 金 1040 元 ；组 选 6：10834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7859795.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330期开奖结果：23678，一等奖115
注，每注奖金10万元。（229356564.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8142期全国销售209733653元。开奖号码：
19 24 28 29 34 10+11。一等奖基本5注，单注奖金8947164元；
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62注，单注奖金149099元；追加17注，单注奖
金89459元。三等奖基本690注，单注奖金4987元；追加249注，单注
奖金2992元。6821793738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月1日)

体彩

福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66期：0313333111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161期：3330311111311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61期：33303111113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171期：21110022

足彩

流浪汉突成“神医”
诊费从5元涨到100元
达州当地卫生执法部门调查发现“神医”并无行医资质，现已取缔其行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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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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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达川区南
岳镇，一个月前，原本
在外流浪多年的七旬
老人刘大田突然摇身
一变，成了“神医”。网
传每天凌晨两三点，
就有人排队找他看
病，一天工作12个小
时，除了一日三餐和
睡觉外，都在开药方，
而诊费，也从5元上涨
到100元。

在当地流传的
“故事”中，刘大田曾
将一名被医院判断
“时日不多”的小孩治
好，也曾将偏瘫病人
治得“能下地赶场”，
然而，成都商报记者
调查发现，第一个故
事查无实据，第二个
故事也属虚假。

经当地卫生执法
监督大队查证，刘大
田无行医资质，目前
已将其行医场所取
缔。 为什么这多人找一位流浪汉“神医”

开药？现场一看病女子说：“听说他把一个
大医院都治不好的小孩医好了。还有一个
10多年的瘫痪病人，也被他医好了。”

身为流浪汉的刘大田突然变身
“神医”，在南岳镇街上和村民的口中
都流传着这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在
距离南岳镇不远处的乡镇上有一个小
孩，在成都的大医院治疗后，得出的结
论是小孩剩下的时日不多了。家里人
突然一天晚上做梦，梦到有人说找一
个流浪乞讨的人开药方就能治好病，

通过打听最后找到了刘大田，开了药
方，小孩吃后病好了；另外一个故事，
是有一名瘫痪病人吃了刘大田开的药
后，可以上街赶场了。

记者多方打听，并没有寻找到第
一个故事中的小孩具体的家庭地址和
联系方式。刘大田的侄儿刘胜也说，这
个事自己也不清楚，问了刘大田，他也
不晓得。

关于瘫痪病人吃药后上街赶场
的，记者联系到此人的家属伍某某。在
伍某某家中，他拿出了他和妻子的药

方。伍某某表示，自己起了大早到街上
找刘大田开药方，抓药回家给妻子熬。

“熬出来之后，每天一小碗，一天喝三
次。”伍某某说。吃药后，妻子精神看起
来似乎好了一些，

伍某某介绍，妻子杨某确实上街
了一趟，“当天，她并没有吃脑血栓的
药，回家之后，全身无力，再次卧床不
起，送到医院治疗。”是刘大田的药让
妻子重新下地走路？伍某某说，真相并
不是这样。“她平时在家里就能走，只
是慢一些。”伍某某说。

11月29日，记者来到达川区南岳镇
天宝村，在一个院子里，一帮男男女女
围着一位白胡子老人。

老人穿着绿色大衣，左肩上搭着一
张洗脸帕，头戴风雪帽，正埋头一笔一
划地开药方，时不时问前来开药的人一
句“还有哪些病”，“他开方子很慢，一张
大概要20分钟。”50多岁的蒋女士说。

在现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通过了解，这位开药方的老人就是传说
中的“神医”，本名刘大田，已经74岁。

刘大田在老家开药方，前来找他开
药方每天大概在30人左右，侄儿刘胜
（化名）在现场喊号排队，维持秩序。“每
天30个，已经拿到12月3日，没有拿到号
的3日来拿4日的号。”刘胜说。

当天，前来找刘大田看病的人陆续
增多。记者观察发现，刘大田看病和其
他医生不一样，并不在乎对方是不是病
人，不管什么病，只要说得出病症，就能
开药。

记者找到他开的几幅药方，拿来做
了简单的对比，开的药方分量都是都是
一两（传统老式开药计量单位），一副药
方至少10多味中药，最多25味中药，在

药方中也有中药开重复。
刘大田所在村组的村民伍泽俊介绍，

刘大田曾经在达川区平滩乡和安吉乡一
带干“赤脚医生”，家境还不错，年轻的时
候，家境突变，妻子离开，只剩下他和弟弟
两人生活，后来刘大田在外流浪，流浪时
间约有50多年。村里老书记郭廷元介绍，
刘大田一直在南岳镇附近一带流浪，成为
了南岳镇有名的流浪汉，到处找剩菜剩饭
带回家给弟弟吃。

而关于刘大田开药方的事情，南岳
镇的人都知道。11月30日，在南岳镇居
住的一女子前来开药方，她告诉记者，

“神医”刘大田在街上开单子时，每天大
概有100余人排队找他前来开药方，有
的凌晨两三点前来排队，刘大田除一日
三餐和睡觉外，几乎没有休息过。

居民邓胜柏介绍，刘大田半个月前
到自己家屋檐下睡。当时，找他看病的
人每天有200人左右，把自己门口围得
水泄不通，有人来自成都、重庆、广安，
还有人来自达州城区和附近乡镇。据周
围居民介绍，刘大田在邓胜柏那里行医
一周左右，天天人爆满，因为无证行医，
南岳镇政府和达川区卫生执法监督大

队取缔其行医场所，之后，刘大田才回
了老家。

11月29日晚上11点，记者来到刘大
田的老家，3名女子正在等着刘大田起
床开药方。

“我们两人来过几次了，都没有开到
药方，（29日）早晨没有吃早饭，中午饭和
晚饭也没有吃，就为了排个号开个药方。”
南岳镇的女子郑芬（化名）说。11月30日凌
晨1点过，达州城区的4名女子租车前来排
队，两个小时过后，又有几人前来找刘大田
开处方，直到凌晨5点过，刘大田才起床。

刘大田坐下之后，开药方要先给
钱，达州的4名女子给了300元，刘大田
说：“400（元），把我瞌睡耽搁了，不然不
开”。4名女子现场找熟人借了100元补
齐，刘大田共开了4张单子，然后4名女
子乘车离开。

郑芬向记者介绍，11月29日是50元
一张药方，11月30日就涨成100元了。邓
胜柏向记者介绍，刘大田在自己家门口
看病开药方时，那时5元一副药方，有的
给10元。这个收费并不固定，有钱的人
给100元、200元，他就先开，其他人给钱
少的就排队等。

流浪汉摇身一变成“神医”

记者调查：两个“故事”均为谣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
现，前来寻求刘大田看病的人，几乎
都是50岁、60岁年龄阶段的的人。

来自达州城区的邵茵茵（化
名）介绍，自己并不相信他是“神
医”，只是听朋友说刘大田最近比
较火，吃了他开的药有效果，特意
从达州连夜赶车前往南岳镇找他
开了一副药，“给有精神病的儿子
试一下”。

12月3日，邵茵茵给记者打来

电话，说她找医生看过，刘大田给
自己儿子开的是一副治疗胃病的
药，“药抓了，不敢给儿子吃”。

当天，一对还在等候刘大田开
药方的夫妻介绍，妻子患有结核
病，久治未愈，特意从达州来找刘
大田开药方，夫妻俩表示，他们也
是听别人说开药方吃后有效果，

“特意来试一下，万一有效果呢”。
而对刘大田是“神医”的说法，他们
表示，医生不能包治百病。

不相信他是神医 抱着试一试态度
看病者

记者从达川区卫生执法监督
大队得知，刘大田行医后，他们经
过调查，发现他是一名流浪者，也
是五保户，是无证行医。

“我们去执法时，问他话，他
不说。”达川区卫生执法监督大队
大队长代中华说。

在现场，执法人员当场宣传，
无证行医违法，并在他行医的地方
张贴告示，取缔了刘大田的行医场

所。执法大队处理之后，刘大田回
到自己村里，继续开药方。12月3
日，达川区卫生执法监督大队再次
前往刘大田老家巡查。

南岳镇党委书记邓泽章介
绍，刘大田无证行医的事情出现
之后，南岳镇政府采取了措施，出
公告粘贴在场镇和老家，告知众
人刘大田无证行医，并用喇叭的
形式在街上宣传，并和街上的药
房打招呼，凡是拿着刘大田单子
的人，不得抓药出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看
到，南岳镇人民政府贴出的公告
显示：“南岳镇天宝村4组村民刘
大田，男，现年74岁，属于特困人
员，疑似精神障碍50年左右。刘大
田现在排路村为他人开具处方，
经查明，刘大田无医师资格证，不
具有行医资格，现区卫生执法大
队已介入调查，认定刘大田涉嫌
非法行医。”

公告还提到，刘大田开具的
药方具有安全隐患，任何药店、诊
所、医院、卫生室不得为非法行医
者开具的处方提供药物。

无行医资质，已取缔其行医场所
卫生执法大队

世上本无治百病的“神医”
中医专家

沿河石墩的铁链难觅踪迹
管理方：将重新设计，用不锈钢的栏杆替换石墩

科新路旁，摸底河畔，一排石墩躲
在草丛背后，只要开车从河边经过，还
是会发现这些石墩之间少了点什么。据
附近市民介绍，最初石墩之间的链接部
分有铁链，不过，后来这些铁链“不翼而
飞”了。

沿河行走3.5公里，这些河畔石
墩无一例外，石墩铁链的缺失，给行人
带来了一定安全隐患，对于这一问题，
负责这一公共设施的管理部门则表
示，将对这里的设施进行重新设计，目
前设计图已经初步完成，将尽快安排
施工单位入场施工。

刘大田给人开药方

镇政府公告

石墩之间没有铁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