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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8天长假，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急诊科接诊了6
例蜂蜇伤，刚刚过去的9月，
接诊蜂蜇伤患者28例，“根
据统计，每年8月到11月，是
蜂活跃期，我们接诊的蜂蜇
伤病人也比较集中。”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主治
医生蒋臻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国庆期间接诊的一位病
人因病情严重，多器官衰
竭，抢救无效去世。

11日，成都雨水仍在集结中，
预计 12 日白天小雨转阴天间多
云，最高气温21℃，13日天空稍稍
好转，早晚有分散性小雨，日最高
21℃。悲剧的是 14 日重归阴天加
小雨标配，最高气温只有17℃。

12 日白天，盆地各市阴天有
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北部、
南部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
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有阵
雨或雷雨。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第17277期排
列3直选中奖号码：076。排列5中奖号码：07603。●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第17119期开奖结果：前区05 07 13 29 35，后区03 0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7277期开奖结
果：557。●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7119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19、26、07、12、27、09、29，特别号码：25。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今日
尾号
限行 4 9

成
都

今日 阴14℃-21℃
南风1～2级

明日 阴15℃-20℃
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曾经，成都市民站在平面的公交
站牌下，不知道自己要坐的车什么时
候来，还等不等，特别是上班时间，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近年，全市建设投用 1600 个电
子站牌，车辆还有多远，心里有数了，
但具体要等多长时间还无法掌握。

未来，电子线路牌将进入全新的
电动公交车内，不仅可以显示到站时
间，还可以提示下一站换乘线路，以
及主要单位、景区或标志性建筑等，
不用再去打扰专心开车的公交驾驶
员啦！

与高德地图大数据无缝对接

“成都公交的智能调度系统始建
于2009年”，成都市公交集团总经理
助理汪珏回忆说，随着成都城市的扩
大，国际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的不
断增强，地铁加速成网，市民的个性
化需求越来越多。而群体性出行还是
更多地依赖传统公共交通，其中，地
铁在中长距离的运输优势大于公交。

汪珏在成都公交行业工作了20
年，从车队、营运调度、线网规划等岗
位一路干下来，他深深感受到大数据
与互联网+在成都公交应用的重要
性。他介绍说，成都公交目前已与高
德地图深度合作，实现大数据无缝对
接。除了导航数据，下一步还将利用
地铁、共享单车、网约车、移动支付、
机场及客运站数据等，了解乘客公交
出行的习惯和需求，满足乘客的个性
交通。

依靠大数据首开大站快线

随着地铁成网，公交下一步一个
主要功能就是接驳地铁，做好公交、
地铁两网合一无缝对接。目前，成都
正陆续开行“4 字头”的地铁接驳专
线，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乘客从小区
或写字楼等集中区域拉往地铁站。这
种公交线路“短平快”，不进入市中
心，不会增加拥堵，也不会因为道路
拥堵影响快速接驳。

依靠大数据，成都还在积极推行
高峰快线、大站快线等运营模式，公
交服务更加精准。“高峰快线虽然也
是大站停靠，但只在早晚高峰开行，
其余时段就没有这条线路。而大站快
线是我们的首次尝试，与常规线路间
隔发班，对站点进行客流排序，人少
的取消，提高运行速度，节省乘客出

行时间”。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10 月 16

日起，市公交集团将在保留既有线路
的基础上，新开4路、48路和64路的
大站快线。这些快线将减少既有线路
近2/3的站点，同时将运营速度在现
有基础上提高1/3左右，进一步提高
线路快捷及准点性。

未来，成都观光公交将有突出的
车型、涂装以及站点等，串连起太古
里、锦里、金沙遗址、熊猫基地等特色
旅游街区、景点。通过大数据分析，掌
握游客的出发点、最喜欢的美食、景
点及观光顺序等，来规划观光线路，
安排节假日运力。

年底投放2000台纯电动公交车

从上世纪末开始，成都市公交集
团就逐步使用CNG清洁能源汽车；
2010 年起在中心城区逐步投放了
350台新能源公交车；2013年起又开
始采用国五排放的清洁能源车，使得
公交车的排放更低，有害污染物排放
量更少。为发展绿色交通、铁腕治霾
保卫蓝天，促进成都新能源汽车推
广，成都市公交集团计划在年底投放
2000 台零排放的纯电动公交车，三
年内投放6000台。

在这些全新的电动公交车上，还
会配备新的车载设备，所有的行车信
息都会传输回管理中心。成都商报记
者了解到，以后会通过大数据处理，
自动分析前后车的距离，供驾驶员参
考控制行车间距，以实现公交车均匀
运行，减少出现久候或串车现象。

通过大数据处理，车内信息也会
更加丰富。车内电子线路牌会进行实
时的线路信息显示，比如沿途站点、
下一站换乘信息、预告车辆到站时间
等。成都市公交集团计划明年引入二
维码移动支付，不仅方便乘客，减轻
点钞员劳动量，还可成为客流调查的
手段等。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陶轲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医疗机
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
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
而拖延救治。那么，如果伤者治疗好
后拒付医药费怎么办呢？

绵阳某医院经过 7 个月的抢救
治疗，将一名车祸伤者治愈出院，但
伤者拒付 20 余万元医药费。无奈之
下，医院将伤者、肇事者、保险公司起
诉至法院。近日，三台法院经过调解，
保险公司暂付 10 万元医药费，剩余
费用待交通事故案件审结后，由保险
公司再行支付。

2016 年 6 月 30 日下午，绵盐路
发生一起货车与摩托车相撞的交通
事故，车祸造成摩托车司机许某某重
伤。绵阳某医院120急救车赶至现场
后，伤员处于昏迷状，在无法联系其
亲属的情况下，医院将伤员许某某带
回实施救治。2017年1月16日，经过
7 个多月的治疗，许某某伤愈出院，
共计花去医疗等费用 20 余万元，但
许某某未向医院交纳任何费用，医院

多次要求其支付费用，但均被许某某
拒绝。

2017 年 2 月，医院向三台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许某某、货车车
主陈某和承保货车的保险公司共同
支付许某某产生的医疗等费用 20
余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交通事故发生
时，陈某驾驶车辆从绵阳往盐亭方
向行驶，在绵盐路与许某某驾驶的
无号牌摩托车相撞，造成许某某受
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三台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认定，陈某与许某某
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

审理中，许某某辩称没有给付
能力，可以在陈某和保险公司给他
的赔偿款中抵扣。法官根据案情判
断，肇事车主陈某和保险公司应该
赔偿许某某的损失，而医院与许某
某之间又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根
据法律规定，许某某也应该支付相
应的医疗费用。

王传涛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雨水仍在集结中 气温还要往下降

身边如有马蜂绕着飞
一定要警惕了

国庆大假期间，华西医院收诊6例蜂蜇伤 还有人被蜇身亡

民间偏方不可信
被蜂蜇伤后这样处理

被蜂蜇后，不少人会使用
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民间偏方，
比如说，涂母乳、涂生茄子甚至
是尿液，对此，蒋臻说，目前并
没有科学依据证明这些偏方对
蜂蜇伤有效果。有些人试了感
觉可能有效，初步猜测是因为
与其酸碱性有关。

但是马蜂的蜂毒是碱性，蜜
蜂的蜂毒是酸性，胡乱使用偏方，
有时候并不能对症下“药”。同时，
尿液的酸碱性因进食不同食物后
代谢状况也会起变化，加上尿液
中本身是含有细菌的，涂在伤口
上还很可能会导致伤口感染。

被蜇伤之后可以做哪些正
确的处理？

唐时元介绍说，首先是要
尽快拔除肉眼可见的毒刺切忌
挤压伤口；其次，进行局部冲
洗，蜜蜂毒液呈酸性，蜇伤可选
择弱碱性液体，如氨水、小苏打
水、肥皂水、淡石灰水的，而马
蜂毒液偏碱性，可选择弱酸性
液体，如食醋、稀盐酸等；然后，
可以用蛇药片碾碎调成糊状外
敷在伤处；此外，肿胀明显者可
以抬高被蜇伤部位的肢体，受
伤 24～48 小时内局部冰敷。“如
果出现咽喉部梗阻、呼吸困难、
全身冰冷、意识丧失等症状，说
明患者可能出现了严重的过敏
反应，应该马上送到医院，还有
如果是被一窝蜂子攻击，身上
很多处伤，即使暂时没有出现
意识障碍、呼吸困难等过敏反
应，也要赶快送到医院就诊。

“ 一 般 来 说 ，送 到 医 院 抢
救 的 病 人 多 是 毒 素 导 致 横 纹
肌溶解的，因为过敏性反应非
常快，很多时候来不及送医。”
蒋臻说。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惊心：
野外被蜇伤 送入重症监护室

5 日，家住郫都区的曾雄其（化
名）夫妻俩正在地里忙活，不知怎么
地，不小心“招惹”到蜂群，对夫妻俩
发起了“进攻”。在被蜇后，50多岁的
曾雄其和妻子一起被家人送到了川
大华西医院急诊科。

“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酱油色的
尿液，也就是横纹肌溶解的症状。”川
大华西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唐时元
介绍说，因为送医及时，加上被蜇伤
伤口较少，患者经过治疗之后有所好
转。

而45岁的王利真（化名）就没有
那么幸运了，同样是在野外劳作时，
被马蜂蜇伤，送到医院时，情况已经
比较严重。“马上转到重症监护室，出
现了肾衰的症状，进行透析治疗。”唐
时元说，不幸的是，因为被十数只群
蜂攻击，王利真抢救无效去世。

据了解，川大华西医院接诊的蜂
蜇伤患者中，以农民为主，一般是四
五十岁的中年人。“每年8月到11月，
是蜂蜇伤的高峰期。”蒋臻说。

原因：
马蜂毒液可造成多器官衰竭而亡

蒋臻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被马蜂

或是蜜蜂蜇后，出现死亡的原因，一般
有两种。首先是伤者本身出现过敏，这
是个人体质的原因。“有的人过敏反
应，哪怕被一只蜜蜂蜇伤，也有可能会
在短时间内出现喉头水肿产生窒息，
来不及做气管切开，或是过敏性休克
导致血压迅速下降，致死率比较高。”
蒋臻说，过敏性反应的时间从几分钟
到几个小时不等。

第二种情况是群蜂蜇伤，一般是
指被10只以上的蜂群攻击，大量蜂毒
进入到体内后，造成横纹肌溶解、肾功
能衰竭，最后出现多器官衰竭而亡。

“横纹肌溶解的症状之一，就是尿液呈
酱油色，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补液或
是透析治疗。”唐时元说。

部分较少的情况，是蜂蜇伤的局
部位置特殊，例如面部、喉部等关键
部位，也容易导致死亡。

专家：
被马蜂袭击后最好原地趴下

“秋季是马蜂最活跃的时期。”华
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赵力介绍说，成都地区主要
的马蜂种类有金环胡蜂、小胡蜂和黑
尾胡蜂，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金环胡
蜂，喜欢在较高处筑巢，而小胡蜂则
喜欢在低矮的灌木丛中筑巢，离人类
活动近，因此伤人事件也较为频繁。

“成都市区、郫都区、都江堰等地，马
蜂数量较多。”

赵力说，马蜂领域性极强、攻击
性极强，但也并不会主动伤人，除非人
类进入了其警戒范围。“如果发现，身
边有马蜂在绕着飞，就一定要警惕
了。”赵力说，这是马蜂在进行侦查，此
时，如果人类拍打或者突然活动剧烈，
马蜂就会认为活动目标具有攻击性，
向蜂群发出信息激素进行防卫。其次，
部分气味浓烈的化妆品成分可能与马
蜂信息激素相符，也会激怒蜂群。同
时，马蜂也较“偏爱”喝酒的人，“马蜂
会吃成熟的水果，发酵的气味与酒味
相同，会被当成食物。”赵力说。

在野外，如果不慎进入马蜂的警
戒圈，千万要保持镇静，慢慢地移动
出其范围。而马蜂已经发起进攻的
话，最好的措施是立即趴下，用衣物
遮挡住头部等裸露和重要部位。“马
蜂一般会攻击比较高的活动物体。”
赵力说，如果带有手绢等，可以在空
中挥舞多次，然后尽可能扔向远处，
吸引马蜂转移目标，人就可以慢慢地
脱离蜂群位置。

赵力说，马蜂的毒性比蜜蜂更
强，一般来说，50只马蜂蜇人其毒素
就可能致人死亡，而被蜜蜂蜇而致
命，大概需要500只左右。“马蜂的透
明质酸酶等弱碱性毒液进入血液循
环，类似于眼镜蛇的毒素。”

“治愈系”宠物狗走失
抑郁症女孩急寻爱犬
“它让我的生活有了明亮的目标”

“薯条”走丢
后的第三天 ，王
佑怡心情低落，感
觉内心里潜伏了
三年的恶魔，似乎
又在蠢蠢欲动。

王佑怡是一
名患有抑郁症的
姑娘，“薯条”是她
养了三年的一条
约克夏犬。三年
来，正是“薯条”的
陪伴，让王佑怡渐
渐摆脱了抑郁症
的折磨，她开始出
门，上班，逐渐融
入正常人的生活。
再过三个月，她应
该就能够停止药
物治疗了。

而就在这紧
要关头，“薯条”走
丢了。连续几日
来，王佑怡一家的
生活，彻底被这条
患有皮肤病的约
克夏犬打断：家人
们迫切希望找到
这条“狗医生”，以
缓解王佑怡的抑
郁症病情。

10月10日下午，贴完最后一
张寻狗启事后，王佑怡和丈夫再次
前往猛追湾派出所调取监控，希望
能找到关于“薯条”的蛛丝马迹。

从当天凌晨5点开始，一家人
已经先后前往三联宠物市场、天
府宠物市场、温江花木交易中心
等多地，寻找走丢的“薯条”。一天
忙碌下来，两口子有些失望：仍然
没有“薯条”的任何消息。

10月7日晚7点46分，这条金
头银背，身长约30cm，患有皮肤病
的约克夏犬，在猛追湾街和建设
路交叉口的亚达屋饮品店门口走

丢。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佑怡有
些后悔，狗狗是在自家饮品店走
丢的，“当时我老公在厨房，看见
它跑了出去，喊我去看看，我打完
单子出去，已经找不到了。”

之后，王佑怡的丈夫骑车去
附近找了几遍，也没有发现狗狗
的身影。10月10日，王佑怡不停地
向成都商报记者重复着狗狗的特
征：“后脚有一根指甲是白色的，
其他都是黑色的。”

对于王佑怡来说，“薯条”对她的
意义，远不止一条普通的宠物犬：它
是能治愈她心理疾病的“狗医生”。

2014 年，在一家外企上班正
处于事业上升阶段的王佑怡患上
了抑郁症，持久的心情低落、睡眠
障碍以及食欲减退，就连脑子都

“变得像是生了锈的机器”。由于
王佑怡一直抗拒药物治疗，母亲
张芳便带着她找心理医生，然而
女儿身体每况愈下，已经到了无
法正确面对生活的地步。尽管亲
人做了许多努力，回家也没能让
她的抑郁有所好转。

当年国庆节期间，在家休养
的王佑怡突然看见了一张约克夏
犬的照片，询问母亲是否喜欢这
种狗时，张芳喜出望外。一向不喜
欢在家养小动物的母亲很快就做
了决定。因为张芳看见了曙光，毕
竟这是女儿第一次主动尝试去改
善自己的抑郁症。

第二天，他们来到宠物市场，
径直找到了一家专卖约克夏犬的
宠物店，购买了一只三个月大的

黑色约克夏幼犬，王佑怡为其取
名“薯条”，“因为我爱吃薯条”。

“才见面没多久，薯条已经开
始信任我了。”这种信任让王佑怡
迫切地想要报答，时间长了，她发
现自己的病情也因此慢慢好转：

“我每天开心多了，不再排斥药物
治疗，就连给我开药的医生都说
我不像抑郁症。家里充满了笑声，
每周都会出去放风晒太阳。我觉
得生活有了重心和责任感，即使
痛苦到哭，还有个小东西坐在我
腿上看着我，还把小爪子搭在我
手上……”

薯条也成了她起床的动力，她
的生活从此有了明亮的目标。王佑
怡养成了新的作息习惯，起床变得
越来越容易。出门的次数越来越
多，心情比一味躺在床上要更加雀
跃。“多亏了薯条，我没有再次选择
孤零零地活在跟自己作对的身体
里、孤零零地面对心灵。”

在“薯条”走丢的同时，张芳也陷入了苦恼与担
忧。在她看来，女儿的病情已经到了减药的最低阶段，
再过三个月，如果身体没有症状反应，就要开始停药
了。女儿病情能够好转，这条约克夏犬起了很大的作
用。如今，每次看到突然哭泣的女儿，她的心如刀绞，
担心一切前功尽弃。

而王佑怡目前最担心的，则是别人会嫌弃小狗：“我
从来没有训练薯条什么技能，它不会跳舞逗人开心。身
上一直有皮肤病，我们随时都会检查身体，发现就喷药。
万一犯皮肤病变丑了，捡到的人会不会嫌弃它？”

几天的寻狗下来，结果很不理想，当宠物市场一
位老板告诉王佑怡找到狗的几率不大时，她感觉自己
又要回到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但每次想到小狗带给
自己及家人种种欢乐的场景时，又拼命克制住了内心
消极情绪的疯涨。

“我还记得，当我回家，薯条的爪子按住手机
不让我玩的场景。它的陪伴让我感到和这个世界
之间的联结，从中让我获得了继续下去的力量，也
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来自母亲、丈夫的关心。所以，
我病情的好转和对生活的改观离不开小狗的陪
伴，就算我的病被别人知道了也无所谓，只希望能
尽快找到它。”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受访者供图（文中人名系化名）

走丢 贴告示调监控仍无线索

陪伴 宠物狗治愈她的心病

“还有三个月就能停药了
怕前功尽弃”

担忧

下周起 成都3条公交线路
将开“大站快线”

公交集团计划明年引入二维码移动支付 公交车内也将设电子线路牌

抢救车祸伤员 医院垫付20余万医药费
伤者拒付遭起诉

小 贴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