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戈萍 美编 袁治华 黄敏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社会04
2018年4月4日
星期三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与成
都新闻实践》系列讲座开讲

4月3日下午，成都大学2018年春
季学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与成都新
闻实践》系列讲座在成都大学十陵校
区拉开序幕。成都电视台新闻综合频
道编委、策划评论部主任王芳作为头
期嘉宾，为成都大学百名师生带来了
精彩的《都市想象与传播变革——夹
缝中的“高级感”》主题讲座。

“技术变革必将带来内容生产
的变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
家观察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最初
的门户网站，只是较为简单地将纸
媒数字化，做内容搬运工。而伴随智
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网络的发展，
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平台纷纷应
运而生，新闻生产方式也随之更改，
逐步迈入大数据时代。如今再通过
人力进行内容分发，判断用户喜好，
已难以达到用户海量的信息需求。”
王芳详细介绍了新媒体的发展历
程，让大家清楚认识到技术在媒体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媒体形态
也不断更新，进入3.0时代。微博、微信、今
日头条等平台纷纷跑马圈地，签约优质
内容生产者，以满足受众对信息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王芳告诉广大学子，“这
是各大媒体平台在激烈竞争的夹缝中，
为诸君提供的机遇。” （沈兴超）

清明时节祭英魂
我为烈士献枝花

4月3日，在庄严肃穆的十二桥烈
士陵园，由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成都市教育局、共青团成都市委员
会、成都市妇女联合会、成都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成都晚报社、成
都市青羊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
办，成都市烈士陵园管理服务中心、成
都市文化公园、成都市胜西小学协办
的2018年“清明祭英烈·共铸爱国魂”
成都市未成年人清明缅怀先烈活动拉
开了序幕。

上午9点半，在成都市十二桥烈士
墓，胜西小学学生代表宣读倡议书：

“为烈士献上一朵鲜花、参加一次烈士
墓祭扫、诵读一篇爱国诗文……”并号
召全市未成年人在清明节以行动缅怀
先烈。

孩子们在烈士墓前合唱国歌并默
哀一分钟，随后相关代表和学生代表
上台，仔细地为献给烈士的花篮整理
绶带。“十二桥烈士墓位于成都市文化
公园内，这里祭奠的36名烈士，用生命
和鲜血谱写了革命志士壮丽的人生赞
歌……”胜西小学大队辅导员王大禹，
为孩子们讲述了革命烈士杨伯凯的就
义故事，重温了那段战火纷飞的热血
历史。讲解结束后，孩子们在大队长带
领下，重温入队誓词，宣誓为共产主义
事业贡献力量。

最后，伴随着哀思的音乐，来自
胜西小学的300余名师生依次走入十
二桥烈士陵园，在纪念碑前献花、鞠
躬，表示敬意，并参观浮雕纪念碑。活
动后，孩子们纷纷表示，通过这场活
动不仅了解了十二桥烈士墓的历史
故事，还学习到了革命先烈英勇无畏
的精神。 （胡越）

四川红色旅游目标：
今年创收超过500亿

今年，全省红色旅游发展预期目
标接待人数突破1亿人次，红色旅游
总收入超过500亿元。昨日，记者从

“2018年四川省红色旅游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和四川省红色旅游主题年，四川旅游
将重点实施创新、精品培育、服务提
升、宣传营销四大红色旅游工程，启
动建设首批5个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
范区，推出长征丰碑、伟人故里、川陕
苏区、抗震救灾、三线建设等5大主题
红色旅游线路。

今年，四川将创新编制《四川省红
色 旅 游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2020
年）》，明确未来三年发展重点任务，启
动首批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
工作，试点建设红色旅游产业园区。在
抓好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红军攻
克剑门关遗址等9个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同时，指
导红色旅游景区创建国家A级景区，
建设红色旅游精品。

未来还将有哪些红色旅游线路？
据透露，今年四川将持续推出长征丰
碑、伟人故里、川陕苏区、抗震救灾、三
线建设等5大主题红色旅游线路，重点
开发推出四川红色旅游国际线路。还
将启动建设首批5个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其中以弘扬改革创新精神、
推动红色旅游国际化发展为目标，建
设广安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以
弘扬川陕苏区精神、创新旅游扶贫机
制为目标，建设巴中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以弘扬长征精神、大力发展
民族地区全域旅游为目标，建设凉山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以弘扬抗
震救灾精神为目标，建设阿坝红色旅
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以弘扬三线建设
精神、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为目
标，建设攀枝花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
范区。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发病前夕，24岁的闵文清连续
两天参加了两场婚礼。

2月7日，她在仪陇老家参加堂
哥的婚礼，开车帮忙接送亲戚。第
二天，她又赶到舅舅家去参加表姐
的婚礼，并且还是这场婚礼仪式上
的伴娘。在哥哥闵炬看来，妹妹很
热心，忙前忙后，完全顾不上休息。

其实，就在第二天表姐婚礼仪
式举行前的一个半小时左右，闵文
清就已经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爬楼
梯会很累。当时她和家人都以为，
就是一点小感冒，加之连续参加两

场婚礼，休息不够才导致身体有些
疲惫。

2月8日下午4点左右，闵炬听
到在二楼休息的妹妹有气无力地
说身体很不舒服，他下意识抬头望
了一眼，只见闵文清趴在二楼卧室
的窗口上，脸色不太好。当他跑上
楼时，妹妹已经倒在床上了。

“当时就掐人中、虎口等，喂糖
水嘴都张不开，前后休克了10多分
钟才醒过来。她说肚子痛，想吐，我
们觉得应该是感冒，或者是吃坏了
肚子。”闵炬告诉记者。乡村医生也

很快被请到家里，开了一些药，叮
嘱好好休息。

但吃过药后，闵文清的病情并
未好转，反复呕吐。当晚9时许，被
送往仪陇县城一家医院治疗。“医
生检查后说是感冒引起的肠胃
炎。”闵炬说，妹妹在医院输了液，
然后回到家里休养，但还是断断续
续地出现呕吐、恶心症状。

2月9日中午，闵文清再次到县
城的另一家医院治疗，医生检查
后，建议立即转入南充市川北医学
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

感冒引发病毒性心肌炎
24岁女孩右腿被迫截肢

从感冒发病从感冒发病，，到住进重症监护室到住进重症监护室，，再到右腿被迫截肢……短短一个月时再到右腿被迫截肢……短短一个月时
间间，，2424岁的闵文清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考验岁的闵文清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考验。。

最初发病最初发病，，她和家人都以为她和家人都以为，，普通感冒休息一下普通感冒休息一下，，吃点药就好了吃点药就好了。。但始料未但始料未
及的是及的是，，一场感冒的后效应会如此之大一场感冒的后效应会如此之大———除了高达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外—除了高达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外，，
她还失去了右腿她还失去了右腿。。

其主治医师张雪梅告诉记者其主治医师张雪梅告诉记者，，闵文清的情况属于感冒引发病毒性心肌炎闵文清的情况属于感冒引发病毒性心肌炎，，
出现严重的心源性休克出现严重的心源性休克，，这个时候如果特别劳累会使病情加重这个时候如果特别劳累会使病情加重。。对于年轻人来对于年轻人来
说说，，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非常可怕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非常可怕，，病人中男性多于女性病人中男性多于女性，，2020~~3030岁为好岁为好
发年龄发年龄，，轻微的症状仅仅表现为心跳加快轻微的症状仅仅表现为心跳加快，，重症病人的病情变化快重症病人的病情变化快、、病程短病程短，，一一
旦错过抢救时机旦错过抢救时机，，就可能在短期内死亡就可能在短期内死亡。。张雪梅提醒说张雪梅提醒说，，如果病人感冒觉得心如果病人感冒觉得心
慌不适慌不适、、气短胸闷等气短胸闷等，，就要早点治疗就要早点治疗，，避免出现后期不可控的严重情况避免出现后期不可控的严重情况。。

直到4月3日，闵文清还躺在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重
症监护室。张雪梅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经过前期治疗，闵文清目
前的状态还可以，已经脱离了生
命危险期。

“很感谢这些医生，是他们一
次次把妹妹从死亡边沿拉回来。”
闵炬告诉记者，妹妹患病前一直在
成都做销售工作，为了给妹妹治

病，家里的积蓄已经用完，除了此
前通过网络募捐的17万元善款，还
借了60余万外债。他和父亲都没有
再回到省外的建筑工地上班，而是
在成都租了房子，一边照顾妹妹一
边继续四处筹钱治病。

张雪梅说，闵文清的情况属于
流行性感冒引发病毒性心肌炎，出
现严重的心源性休克，这个时候如
果特别劳累会使病情加重，对于年

轻人来说，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
炎非常可怕，一旦错过抢救时机，
就可能在短期内死亡。

她特别提醒，闵文清最初所患
的流行感冒，在冬季是很常见的，
有5%的可能性发展成心肌炎。如
果病人觉得有心慌不适、气短胸闷
等情况，就要及时就医治疗，不能
因为是简单的感冒就掉以轻心。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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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
非常可怕，病人中男性多于女
性，20~30岁为好发年龄，轻微
的症状仅仅表现为心跳加快，
重症病人的病情变化快、病程
短，一旦错过抢救时机，就可能
在短期内死亡。

一个感冒，24岁女孩出现休克、呕吐

11日凌晨，载着闵文清的救护
车到达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生下的诊断是：暴发性心肌炎、
心源性休克、脑功能障碍、急性肝
损伤、心律失常、肺炎克雷伯菌脓
毒症感染性休克……医院对闵文
清采取持续ECMO心肺支持的治
疗方式进行救治。

主治医师张雪梅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体外人工膜肺ECMO，就
是让机器彻底或部分替代闵文清
的心肺，是一个在心肺领域被应用
最多的设备。

张雪梅说，闵文清的情况属于
流行性感冒引发病毒性心肌炎，出
现严重的心源性休克，还伴有反复

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医院不得不
用大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来维持
血压，这种药物会让其血管收缩，血
流减慢，不过会导致形成血栓，这也
是闵文清右下肢缺血坏死的一个
原因。在后期的治疗过程中，还发现
闵文清全身血液里滋生了细菌，“当
时她已经处于严重感染的状态，这
个细菌有可能就来自右下肢缺血
坏死的地方。”张雪梅说，经过医生
研究会诊后，决定放弃保守治疗计
划，对右小腿进行截肢，否则，感染
随时会危及闵文清的生命。

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前，闵炬一
直在纠结，他希望能保住妹妹的腿。
但当他找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多

家大医院的专家咨询后，最终还是签
了字。3月7日这天，他在朋友圈里写
到：“妹妹，哥哥今天做的决定，是真
的真的真的尽力了，希望你能平安度
过，希望你一定要坚强啊，一定要坚
强啊，一定啊，一定要挺过去啊！”

其实，主刀的血管外科副主任
医师刘洋也很纠结，他原本打算从
闵文清右腿膝盖以下的部位进行
截肢手术，这样可以多保留一点右
腿，但检查发现她的右腿感染太严
重，部分肌肉已经坏死，最终只能
从大腿中部进行了截肢手术。

刘洋告诉记者，目前，闵文清
右腿被截肢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
也没有出现感染的情况。

闵文清被送到川北医学院附属
医院时，已是下午5时许，很快被送
入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她有暴发
性心肌炎、肠道感染、脓毒血症、多
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9项病情。

“医生检查后就说妹妹的病情
有些严重，达到了下病危通知书的
标准，当时我们一下就懵了。”闵炬
说，当晚11时许，妹妹还出现了心
脏骤停15分钟的紧急情况，好在医
生及时抢救过来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一场感冒，
会如此严重。治疗期间，医院曾下
达过两次病危通知书，闵炬和父亲
就一直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外。闵炬
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重症监护室
门口的图：“撕心裂肺的等待，撕心
裂肺的盼望，祈祷！”

10日，病情加重的闵文清，被
医生建议转入成都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去那边做体外人工膜肺
ECMO，才可能保住性命，但是比

较花钱”。在医生告知病情并征求
闵炬的意见时，这个哥哥压根没有
多想就答应了，“只要能救活妹妹，
哪怕是要我倾家荡产。”

当天下午，成都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危重病方向博士、主治医师
郭留学带着ECMO团队也赶到川
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为闵文清紧急
进行V-A ECMO心肺支持治疗，
待其病情稍微稳定后，再连夜护送
到成都继续治疗。

转入重症监护病房，一度出现心脏骤停

ECMO治疗保住生命，右腿被迫截肢

医 生 提 醒

感冒不可小觑，一不小心可能危及生命

闵文清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受访者供图

危急

急救

怀着治疗牛皮癣的想法，广安
的杨先生来到了成都，不料快到医
院时，却被路上收到的传单引去了
一个“理疗中心”。一个多月他花了
6000余元，不但牛皮癣没有好转，因
为脚上出现裂口，他还不得不拄拐。
查看了期间买的“药品”，他才注意
到，这些多是食品和保健用品。

“我们的产品是提供调理。”商铺
负责人提出，可以退6000余元的费
用，不过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至
于赔偿，则需要第三方机构的检测。

3日下午，青羊区卫计局监督执
法大队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目前
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就事件中涉及
卫生方面的内容进行调查。”

去理疗中心“告别牛皮癣 ”
一个月后走路要拄拐

4月3日下午1时许，杨先生坐在
四道街附近租住的小房间里，向记
者回忆了最近一个月的“看病”遭
遇。48岁的杨先生来自广安岳池县，

“我身上长了牛皮癣。”杨先生露出
斑驳的胳膊和腿，说话间还不时地
去挠。因在当地医院治疗没有效果，

2月底他和女友一起来到成都。
2月27日，杨先生去了华西医院，

“医生说大概要花1万多元，只能控
制”。杨先生和女友打算再去四川省
医学科学院皮肤病性病研究所（下简
称“皮研所”）试试。两人本已走到皮
研所，看到四道街附近有人在发宣传
资料，便拿了一份。他向记者展示了
那份资料，上面写着“皮肤康复理疗
中心”、“免费试用”、“彻底摆脱皮肤
问题的困扰”等文字，还有一个“告别
8年牛皮癣”的故事。被资料上的内容
吸引，杨先生便去了这家距离皮研所
200多米的“姜老太修肤堂”。

“工作人员让免费先试用。”杨
先生回忆，试用后身上不掉皮也不
痒，“感觉不错，第二天我们就花590
多元买了一套产品。”为了筹钱，他
和女友还回老家把40多头小猪仔卖
了。之后的一个多月，杨先生陆续花
了6000多元，从“姜老太修肤堂”购
买了外用和内服的产品。

他介绍，初期效果确实喜人，但
是3月12日前后及3月27日，牛皮癣
复发，脚上出现裂口。他曾去“姜老
太修肤堂”反映，“他们说是在排毒，
让我继续使用。”杨先生的右手边放

着一根拐，“脚上因为裂口子，走路
还得拄拐。”

6000多元买的产品
基本上是食品和保健用品

“发现情况不对，我这几天都不
敢用了。”杨先生很苦恼，“当时工作
人员说，20天不掉皮、3个月痊愈。”

杨先生的女友把这一个多月买
的产品摆到桌子上，记者注意到，均
为“姜老太”的产品，有止痒膏、爽洗

液、抑菌剂等，还有压片糖果。简单
查看后记者发现，“姜老太人参螺旋
藻复合维生素粉”、“姜老太松茸人
参黄精压片糖果”、“姜老太金银花
牛蒡根颗粒”的包装上印的是“食品
生产许可证”；“姜老太皮康爽洗
液”、“姜老太止痒膏”、“姜老太肤舒
瘙痒膏”则是“吉卫健用字”，也就是
说都属于食品和保健品。而“姜老太
祛腐生肌膏”上印的“吉食药监械
（准）字”，则属于国产医疗器械类。

近期双方有过协商，但因为协

商并不是很顺畅，杨先生向相关部
门进行了投诉。

商铺负责人：
没说过是药品，主要是调理

随后，记者来到四道街的“姜老
太修肤堂”，碰见了正在调查的青羊
区卫计局监督执法大队的工作人
员，“我们也是接到消费者投诉，过
来了解情况。目前正在收集资料阶
段，将对事件中可能涉及的卫生这
块内容进行调查。”

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刚一离开，
“姜老太修肤堂”工作人员声称在外
出差的法人代表张先生来到了店
铺。“我们没有说过是药品，这个主
要是调理。”他还向记者强调，“20天
不掉皮、3个月痊愈”的话工作人员
也没有说过。

张先生最后表示，他们可以退
还杨先生在店里的花费，“不过是出
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如果对方不接
受，只能让第三方机构检查杨先生
目前情况的原因，“如果是我们产品
的原因，我们愿意赔偿。”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去“理疗中心”看牛皮癣 花了6000多元，癣还在，走路却要拄拐

▲杨先生展示一个月后
身上牛皮癣的情况
◀杨先生展示购买的产品

闵文清参加表姐婚礼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