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租住在华阳正东
上街县车队小区的小应和12岁
的女儿没有回老家。大年三十这
天，住在附近南阳盛世小区的朋
友小李，便邀着她一起在自家团
年，并一同计划着大年初一自驾
到广西北海游玩。跟小应和女儿
一起到小李家吃饭的，还有小应
姐姐15岁的儿子，也计划第二日
一起跟随出游。

当天吃过晚饭后，几个人到
了外边茶楼打起了麻将，两个小
孩便自行回家休息。“我们有个
习惯，12点前必须回家，不能在
外边跨年。”小李介绍，因此，当
晚的麻将打到了11点左右，就各
自回了家，小应到家的时间，大
概在11点半左右。

回家后，小李很快上床躺了
下来。不过，不久他便被一阵电
话铃声吵醒了。来电的正是小
应，小李看了看时间，已是凌晨2
点半。“电话里，他就说头晕，连
说了两遍，后面就是她叫她女儿
的名字，再后面就没有声音了。”
小李说，“我在电话里连着问了
几遍，是不是出啥事了，也没有
回音。”挂断电话，小李感觉到有
一丝不对劲，妻子小莉也觉得可
能出事了，两人赶忙起床往小应
家赶。

“到了后，发现单元门打不
开，也没有保安，半夜大家也都
休息了。”小李说，情急之下，他
顺着铁门翻了上去，硬掰开窗
户，进入楼梯间，来到小应位于
三楼的房门前。此时已是凌晨2
点52分。他不停地敲门但无人应
答，给小应打电话也没人接听。
在楼下的妻子也不停给小应打
电话。

无人开门，小李紧接着给
110打了报警电话。几分钟，110
巡警赶到了现场，但手头并无破

门工具。这时，当过兵的小李看
了看外墙，直接从一楼开始往三
楼攀爬，接着敲碎了客厅的一扇
小窗户才翻进屋内。

“当时三个人都晕倒了，几
个派出所民警也赶来了，我们几
个人就分别把三人带下楼，两个
娃娃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我就
把小应背着到了小区对面的医
院。”小李说，“到了之后就说是
一氧化碳中毒，后面又立马转院
到了市一医院。”直到初一下午，
小李才回到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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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男孩摔伤
医生发现伤口里有异物

2月17日上午11点过，辰辰在玩
耍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左脸血流如
注，很快面颊就染满鲜血，妈妈急忙

抱起他冲向最近的医院，医生清理干
净辰辰左脸的血迹，一条近2厘米的
伤口出现在众人眼前，医生告诉辰辰
妈妈，娃娃的伤口在脸上，最好到华
西口腔医院去清创缝合，因为那里有
专门缝合面部伤口的美容针线，不会
让孩子脸上留下醒目疤痕。

下午3点过，辰辰在妈妈和家人
的护送下来到华西口腔医院急诊
科，当天，急诊科的值班医生是头颈
肿瘤外科医生唐曹敏，出现在她面
前的小辰辰脸上已经没血迹，只有
一道约2厘米长的伤口醒目地挂在
左脸颊上。唐曹敏开始给小辰辰消
毒、清洗伤口，准备缝合。在清洗伤
口内部时，她感觉伤口里面有东西！
为了确认自己的怀疑，唐曹敏请头
颈肿瘤外科住院总医师杨文宾再做
一次检查。伤口太小，手指很难伸进
去，杨文宾用双指合诊的方法在辰
辰脸颊上探摸，果然，伤口里面有块
硬物，而且块头还不小！杨文宾证实
了唐曹敏的怀疑。

杨文宾和唐曹敏试探着想用镊
子夹出伤口里面的异物，但剧烈的疼
痛让辰辰极不配合，激烈反抗挣扎，
咬伤了妈妈和唐曹敏的手。不过，唐

曹敏总算从伤口里取出一点异物，那
是一块小小的木屑，最大的那块还在
辰辰脸颊深处。

朽木扎进脸
紧邻面神经和腮腺

杨文宾和唐曹敏从取出的木屑
分析，很可能是辰辰摔跤时，正巧倒
在地上一根树枝上，树枝顺势扎进
了辰辰左脸颊。“因为扎进去的地
方，正好是脸颊上肉最多的地方，就
是俗称嘟嘟肉的那块，所以，树枝扎
进去就没入肉里，既没从口腔穿出
来，也没在脸上的伤口上露出来，完
完全全埋进肉里面，极难发现。”杨
文宾说，最难办的是，这块异物不仅
是块木头，而且还是一块朽木，镊子
一夹就碎。

确认异物是朽木以后，手术难度
一下子增加了。“如果是金属的话，只
要确认里面没有倒钩，我们可以直接
拉出来；但木头就不行，朽木就更加
不可以了，直接拉会拉伤里面的组
织，损坏紧邻的神经、腺体，还会掉下
更多木屑在伤口深处。”鉴于辰辰年
幼无法配合，为保护木头周围紧邻的

腺体和神经，彻底取出异物，杨文宾
紧急请示二线专家杨波医生，他们一
致决定将原本的局麻清创缝合改为
全麻手术。随后，为探明朽木大小、深
度、范围、碎屑数量与周围神经的关
系，辰辰被送到不远的华西第二医院
做CT检查。CT结果证实了唐曹敏和
杨文宾的判断，也检查出一个险象，
木块紧邻面神经和腮腺，面神经和腮
腺都已受伤，手术难度很大！用华西
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教授的话来说：

“这是一场非常精致的‘扫雷’手术，
既要保证孩子的外观不受影响，又要
保证尽量不损伤面神经、腮腺导管等
重要神经和器官。”

一小时手术
取出20多块碎木屑

晚上9：30，辰辰被推进手术室，
吉阳副主任进行麻醉，二线医生杨波
主刀，杨文宾担任助手。为了孩子的
小脸蛋上少一道疤痕，杨波没有另外
再开手术切口，直接从原本的伤口进
入。“碎木屑太多了，我们都一度怀疑
能不能取得干净。”好在手术一开始
很顺利，取出大量碎木块，而最大的

木块因为戳得太深，即使拉开了伤口
也看不到，只能通过用手在脸上和嘴
巴里摸索木块的大概位置，然后再从
伤口里一点点找。

就在伤口内进行再次切口取出
异物的时候，杨波医生决定再次向更
深处分离组织，随着手术的深入，杨
波看到了面部神经，随即进行面神经
解剖术，然后用手术器械轻轻将面神
经拨开，避免取出木块的时候戳到，
导致面神经受伤，进而出现面瘫。当
进到伤口5厘米深处时，杨波终于找
到隐藏的那块最大的朽木，并将其安
全取出……“手术中，我们看到面神
经就在木块旁边，差点被木块戳断，
真的是有惊无险。”大年初二晚上的
这场“扫雷”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除
了长度近5厘米的木块，医生们还取
出了20多块大大小小的碎木屑……

记者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了解到，自大年三十到初二，仅三天
时间，急诊科收治的近500名急诊患
者中，有70多名外伤患者，其中85%
是摔伤，摔伤患者中，85%是3~5岁的
儿童。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王雨丹 图据院方

脸上“扫雷”
2月 17日，大

年初二，3岁的成都
男孩辰辰（化名）摔
了一跤，原以为就
是脸上划破一道口
子，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医院急诊科值
班医生杨文宾、唐
曹敏接诊时却发
现，辰辰肉嘟嘟的
脸颊里有异物，再
三确定后，摸索着
清理出20余块朽
木碎片和一块长度
近5厘米的朽木，这
些深埋在肉里的
“地雷”，差点瞒过
所有人的眼睛。

初一凌晨他爬墙破窗救下三人
被误传“入室行窃”，警方社区齐辟谣

“不能让救人的受委屈”
“传错了，的

确不应该，要给
人家正名，不能
让救人的受委
屈！”21日，华阳
正东街社区的一
家茶楼内，茶馆
老板对前两天的
一则传言颇为感
慨。大年初一凌
晨，正东上街县
车队小区的一家
三口不幸煤气中
毒，附近的小李
在单元门紧锁，
且电话无应答的
情况下，果断爬
墙上楼、破窗入
屋救下三人。然
而，有人传言说
这是“小偷入室
行窃”，这让小李
有些委屈。

21日，成都
商报记者来到事
发小区，当时的
出警民警和小区
楼栋长，都向记
者证实了小李救
人的经过，也向
周围居民说明了
真实情况。大家
都表示不会再听
信传言，不能让
救人的受委屈。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陶轲

朋友突然煤气中毒，北海之行自
然无法继续。但只要朋友能够脱离危
险，也算一件幸事。可接下来社区内
流传的这次“煤气中毒”事件，却变了
味道，让小李很是不解和无奈。

小李说，大年初三晚，在小区附近
一家茶馆打完牌回家的母亲进门，就
说起了当天在茶馆内的经历，“说茶馆
里有好些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先说
有人除夕夜煤气中毒了，后来又说有
一个小伙子翻墙进到屋里的，说这个
小伙子是小偷，偷东西发现有人煤气
中毒，警察也来了把人带走了。”小李
介绍，当时母亲听到后半段说儿子是

“小偷”时，一下站起身来，对着议论的
人说，“这个小伙子是我儿子，他们是
朋友，是去救人的，不是小偷！”

“感到很委屈和不值，委屈的
是，本来是救人现在成了小偷。”小
李说，“很可能就是大家在议论过程
中，你说我说他说，传变了味道。”

就这样，小李过年的心情也由此
被影响，“出门别个看我的眼神都不
对，娃娃出去耍也听到在说，但所有
的过程110派出所都是很清楚的啊，
他们带了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也有。”

被传为“小偷”的事，甚至传到
了当天出警的派出所民警耳里。

21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
了当天事发小区，小李向记者详细
讲述了整个事发经过，并向记者出
示了施救过程中的所有通话记录。
过程中，小区楼栋长雷阿姨碰巧路
过，听闻小李的介绍，也主动搭话，
为小李澄清。

“事发当天凌晨5点多，我就接
到了社区领导打来的电话，询问情
况，并要我们一定要做好检查和宣
传，注意煤气安全，这边有好几个小
区，都是通知到位了的，应该是在传
达的过程中，大家传来传去传变
了。”雷阿姨介绍，“我们自己小区其

实还没有发现说是小偷的，主要是
其他几个小区，不清楚情况，我也接
到了社区和社区民警的电话，说不
能乱传，要辟谣。”雷阿姨介绍，这几
天，在小区里转悠时，如果发现有居
民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时，还专门
上前把情况说明白，让大家不要议
论。“人家本来是朋友，救人的，说成
了小偷肯定不对。”

随后，记者也找到了当天出警
的通济桥派出所民警，其称，小李的
确是救人的，并不是部分居民议论
的“小偷”，而当天第一拨到达现场
的110巡警也更清楚这个情况。

21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成都市第
一人民医院第二住院部的病房见到
了小应。其气色已经有所好转，两个
小孩子的情况也很稳定。小应介绍，
已经没有大碍，这两天即可出院。

小应说，当天打完麻将后于晚
上11点半回到家，当时两个小孩已
经在两个房间休息，怕天冷，关上了
窗户，之后自己还去洗了澡，大概在
凌晨1点的时候上床睡的觉。“到2点
多的时候，我们女儿就翻来倒去的
把我吵醒了，说不舒服，我就起来准
备带她到医院去看一下，结果起身
发现自己一下就晕了，站不住。”

接着，小应拨通了小李的电话，
准备寻求帮助，但电话接通后，没说
上几句话就倒了过去。“说不出来
话，动不了。”小应说，直到小李到达

小区，在房门外敲门打电话时，自己
仍然模模糊糊地知道情况，但就是
动不了，之后就完全不知道情况了。
对于朋友小李被误传为是小偷进屋
行窃的说法，小应觉得很不应该，

“多亏了他的帮助，不然我们可能就
完了。”

21日下午，记者在事发小区所
在的正东街社区几个小区和小李母
亲当初打牌的茶楼走访时了解到，
一度的确有声音议论是“小偷行窃”
的情况，不过大多数只提到当夜的
确有三人煤气中毒被救走了。其中
一间茶馆老板介绍，前两天也确实
听到过说是小偷的声音，但这两天
已经很少了，“现在看来的确是传错
了，不应该，需要给人家正名，不能
让救人的受委屈。”

救人 三人一氧化碳中毒三人一氧化碳中毒
他爬上三楼翻进屋内他爬上三楼翻进屋内

谣言 他被传为他被传为““小偷小偷””
深夜翻墙入室行窃深夜翻墙入室行窃

辟谣 楼长向居民说明实情楼长向居民说明实情
民警证实确系救人民警证实确系救人

正名 获救者说获救者说““多亏他帮助多亏他帮助””
群众称群众称““不能让救人的受委屈不能让救人的受委屈””

辰辰受伤的脸部

病床上的小应，气色有所好转

小李讲述事发经过

男孩摔伤木屑扎进脸
医生一块块清理出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