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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巴中市通江县至
诚中学的高三学生佀宇，收
到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的单招录取通知书，成为一
名准大学生。在学校附近开
餐馆的老板娘李美琼跟佀
宇一样高兴。

“我的承诺终于实现
了！”2016 年 11 月，佀宇亲
生母亲患病去世，生活困
难，李美琼向帮助佀宇的
爱心人士承诺，包吃包住
包照顾直到佀宇考上大
学。一年多来，李美琼像妈
妈一样照顾佀宇，春节一
次偶然的契机，“妈妈”二
字脱口而出，自此佀宇再
未改口。

生活
不饿着他不冻着他

2016年11月，在巴中通
江县至诚中学附近开餐馆的
老板娘李美琼迎来了一群客
人。一个学生说，“来一份盖
饭。”李美琼看到同行有一位
女士，就对这个学生说，“娃
娃，跟妈妈一起吃好点吧。”
同行的女士赶紧对李美琼使
了个眼色，李美琼随即意识
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了。

一行 20 余人，点了两
桌饭菜，吃罢回到学校。觉
得有点不对劲的李美琼找
到至诚中学的吴松涛老师，
问到底怎么回事。吴老师告
诉李美琼，那个学生是藏族
少年，叫佀宇。父母离异后，
他一直跟着母亲在通江生
活。不幸的是，2016年暑假
期间，他母亲患病去世。

李美琼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我听了之后，心里很
不好受”。李美琼当场向吴
松涛表示，可以帮助佀宇，
包吃包住一直到读大学。只
要自己还在开餐馆，就保证
孩子饿不着。

从此，每天中午和晚
上，都能看到佀宇在李美琼
家吃饭。逢节假日，佀宇还
到李美琼家居住。11月，通
江气温开始变得寒冷，李美
琼和老公赶紧带着他去买
了两件羽绒服。

洗澡、理发、换衣服，李
美琼对整理后的佀宇说，“打
扮出来还是很阳光嘛！”听到
这话，佀宇笑了，这是李美琼
第一次看到佀宇这么开心。

佀宇高一班主任吴波
告诉记者，那年 9 月份开
学，佀宇生活窘迫，虽有爱
心人士帮忙，但很多时候还
是需要借钱吃饭，自从在李
美琼家吃饭之后，佀宇生活
有了很大的改善。

学习
不努力就狠狠批评

生活上的帮助只是第
一步。每天佀宇在店里吃饭
时，李美琼都关心他的学
习，问他上课听得懂不。

不 过 2017 年 端 午 左
右，李美琼发现有些不对，
佀宇眼睛里总是带着红丝，
她怀疑他经常上网。通过老
师证实，佀宇确实上网了。

当年9月，佀宇的一次
摸底考试成绩出来，彻底让
李美琼失控。李美琼介绍，
当初佀宇以 592 分的高分
考取至诚中学，是非常优秀
的学生。而这次摸底成绩只
有 200 多分。“你为啥不努
力读书？”狠狠挨了一顿批
评后，佀宇3天没到李美琼
家吃饭。

第 4 天，佀宇又出现
了。李美琼问他问什么不
回来，他说“怕见到我”。第
5 天，吃完午饭，佀宇没有
急着走，等李美琼把菜炒
完，他递过来一张纸，让李
美琼答应在他走了之后，
才能打开。

李美琼打开用作业本
纸张写的信，“你待我就像
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明
明在我心里您就像妈妈一
样，但是我表达不出来”，

“在这里请允许我叫你一声
妈妈”。

“读完信，我知道没有
白疼他。”李美琼告诉记者，
佀宇说，当时自己做的事情
让“妈妈”很失望，很怕看见
她，不知道怎么面对，最后
才选择了写信。

“信中内容都是自己的
真实想法，那时候（性格）不
开朗，想喊妈妈，一直说不
出口。”佀宇说。

情感
临行喊妈妈

从 2016 年 11 月 到
2018 年 2 月，一年多时间
里，李美琼像妈妈一样照顾
佀宇。

今年初，寒假补课结
束 ，佀 宇 回 到 阿 坝 老 家
和 爷 爷 爸 爸 一 起 过 年 。
李美琼早早起床为他打
包衣服。临行前，佀宇突
然 向 李 美 琼 跪 下 。李 美
琪赶紧扶他起来，“男儿
膝 下 有 黄 金 ，我 们 希 望
他 能 成 才 ，长 大 后 感 恩
回报社会。”

当天早上7点，佀宇坐
车回阿坝。李美琼打算到超
市给他买点水果带上，正要
走，佀宇一手拉住李美琼，
喊了一声“妈妈”，李美琼当
场流了泪。

几天之后，佀宇从老家
回到通江，但“妈妈”的称呼
再没有变过。同时，他也把
李美琼丈夫喊“爸爸”。

今年4月初，佀宇收到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的
单招录取通知书，成为一名
准大学生。李美琼很高兴，
她说自己的承诺终于实现
了。佀宇说，回想在至诚镇
生活的5年，亲生母亲过世
后，“李美琼妈妈”待我就像
亲生儿子一样，比妈妈给我
的爱还要多，“喊她妈妈，我
以后就不改口了。”

李美琼则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关心他，照顾他，
我感到很幸福。我跟他说
了，他写给我的信，我要保
存一辈子”。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图片
由受访者提供）

餐馆老板娘助
藏族少年考上大学

“喊她妈妈，
再也不改口”

家属提供的《手术知情同意书》记
载：谢女士手术中“未见明显分界清晰
瘤体”，在文书下方医生书写了手术情
况说明，并给出了“暂不处理”与“行子
宫切除术送病检进一步明确”两个选
择。范小姐签上了“要求暂不处理”六
个字。

事后，心生疑惑的范小姐将母亲送
到了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三甲医
院），得出结论是“无须治疗，定期复查
即可。”范小姐又通过网络问诊，将宜宾
三医院彩超检查报告、一医院彩超检查
报告发给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三甲医
院）医生进行远程诊断，被判定为“肿块
不大、影响不大，无须手术、无须吃药，
定期检查即可。”

由此，范小姐等家属质疑宜宾市第
三人民医院误导患者手术、术中故意引
导患者家属同意切除子宫，“子宫一旦
切除，就表明手术做完了，我们就无可
奈何了。”范小姐认为医院可能存在误

诊、违规操作及过度医疗等问题并认为
其母亲属于被误诊，且该误诊并不属于
医院“合理失误”。

4月17日，医患双方在宜宾市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了调解。患方
提供的调解记录显示，“医调委”组织医
学专家对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
过错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合议评估，最后

“建议医院承担全责。”院方经研究后决
定赔偿患者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
费、精神抚慰费等共计5830元，另退还
交纳的医疗费3182元。

“此事给我们一家带来巨大的精神
痛苦，尤其是对母亲造成难以弥补的精
神伤害，但医院给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才1000元，完全缺乏诚意。”范小姐告诉
记者，患者为此耽误了两个月工作，其
正常的工资是每月4000元；此外家属为
此奔波，造成的损失也应该由医院进行
赔偿。因此要求医院一次性赔偿8万元，
但医院没有同意。

手术做到一半
医生说“没找到肿瘤”？

宜宾“医调委”建议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承担全责，但医患双方未就赔偿达成一致

离地百米，全长260米，成都首座玻
璃栈道和高空悬崖餐厅将于五一假期正
式对外开放。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该景
点位于邛崃市平乐镇川西竹海景区内，
为免费项目，游客可在购买景区门票后
自行前往。22日，记者对该玻璃栈道进行
了实地探访。

据川西竹海景区市场营销部经理李
波介绍，景区内的玻璃栈道是成都首座
玻璃栈道，起点位于景区内铁索桥“仙侣
牧云桥”旁，全长 260 米，其中纯玻璃栈
道的部分长约 199 米，而栈道的宽度为
1.5米，垂直高度落差达到了100米，最高
处落差约150米。

4 月 22 日，成都商报记者探访发

现，该玻璃栈道的施工已接近尾声。据
李波称，该景区将于 4 月 25 日完成施
工，，后将由邛崃市安检部门进行质量
检查，并确定接待游客的最大数量，本
地居民可于 4 月 28 日前往参观，五一
期间，这里将正式接待游客。除了即将
投用的玻璃栈道，位于栈道正对面的
悬崖餐厅也将竣工，并于五一假期投
入使用。

高空玻璃栈道，玩的就是惊险刺激，
还能让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类
旅游设施一般都建在险峻的山巅或绝壁
之上，而安全便是游客关注的焦点所在。
成都文旅邛州公司规划部经理张世勇表
示，高空玻璃栈道和高空悬崖餐厅的修

建始终坚持以保护景观为前提，同时，如
何保证项目投用后，“游客的游玩安全”
便是项目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的
第一要素。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施工队伍具有
国内多个玻璃栈道施工经验，同时我们
聘请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对项目实
施全程进行质量控制，对每一根锚杆、
每一个焊缝进行检测并最终出具鉴定
报告，确保项目安全。”张世勇说。

据他介绍，为了确保安全，栈道将铺
设 3 层钢化玻璃，每一面最大承重为
600-700kg。除此以外，张世勇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景区为保证游客安全，将在栈
道内安装红外人像摄像头进行监控，当

人数达到上限后，栈道将对游客进行分
流、分批开放。

至于人数上限的具体数量，张世勇
称，还在与邛崃市安检部门进行估算。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张直 实习生 王瑞琪

离地百米，全长260米
成都首座玻璃栈道五一迎客
位于邛崃市平乐镇川西竹海景区内，为免费项目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律师
认为，误诊一词是医学术语，而非法
律术语。误诊本身是不会产生法律
责任的，只有因为医生的过错（过
失）所导致的误诊才能产生相应的
法律责任。

郭刚表示，结合本案的情况来
看，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焦点是有无

“肿瘤”及“肿瘤”应不应采取手术措
施，这实际是一技术行为。而技术问
题，医院显然比患者更占有优势地
位，也正因如此，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方才规定，凡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
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
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
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
倒置。而且从另外两家医院对同一彩
超检查判定的结论来看，当事医院医
务人员已涉嫌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
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诊疗义务的
过错。

因此，郭刚律师建议：患方可以
与院方通过相互协商、向卫生行政部
门投诉及寻求调解等方式进行充分
沟通，若仍达不成一致意见，患方完
全可采取提起诉讼的方式来寻求纠
纷的最终解决。

四川明炬（宜宾）律师事务所颜
福圣律师认为，谢女士得到合理赔
偿，首先必须明确责任。这就需要先
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再进入司法流
程，根据医疗事故造成的损害才能
确定赔偿金额。由于医疗事故鉴定
要求高，过程慢，走司法程序大约需
要半年以上才有结果。“就赔偿方
面，患者损失可能不大，医院提出赔
偿 5830 元偏低，但患者提出赔偿 8
万元偏高。”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图由受访者提供

体检查出肿瘤，需要
手术切除。可是手术做到
一半，之前查出的肿瘤却
不见了，手术不得不半途
中止。两个月前，53岁的
宜宾市民谢女士在宜宾市
第三人民医院的诊治遭遇
像“坐过山车”。

目前，宜宾市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翠屏
区卫生局已介入，调解记
录显示，“医调委”建议医
院承担全部责任，而医院
则建议谢女士通过司法途
径解决纠纷。

谢女士的女儿范小姐介绍，53岁的
谢女士是宜宾市翠屏区思坡乡人，此前
一直在广州工作。今年 2 月 23 日，回家
过年的谢女士被女儿带到宜宾市第三
人民医院体检。经腹部 B 超检查，发现

“盆腔内见大小约6.4cmX5.4cm混合性
回声块影，边界较清，由无回声及团絮
状中强回声组成。”

范小姐向成都商报记者提供的宜宾
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术前讨论记录》
显示：盆腔内混合性回声块影（畸胎瘤待
排），建议手术治疗，故门诊以“畸胎瘤”
收入妇产科治疗。讨论后的意见为：“盆
腔包块>5cm，性质及来源不明，有手术
指征。”而患者病历则显示：“鉴别诊断为
卵巢肿瘤，良性可能较大，不排除恶性肿
瘤，需进一步手术，术后病检鉴别。”

范小姐回忆，由于其母亲只是回家
过年，顺便做个体检，没有想到查出有
病需手术。“体检前已经买好了回广州
的车票，也没有请假，完全没有心理准
备。”家属咨询医生是否可以过两个月
再做手术，“医生告诉我们，瘤子很大且
会长大、病变，很危险，建议马上手术。”
范小姐说。

得知自己可能患上恶性肿瘤后，谢

女士很受打击，并向女儿表示不想做手
术。在孩子们的劝说下，谢女士才勉强
同意手术切除病灶。两天后的26日晚20
时左右，谢女士被推进手术室，范小姐
等家属在手术室门口等待。“大约两个
小时左右，我们以为手术应该可以结束
时，医生出来告诉我们没找到肿瘤，但
子宫有些偏大，问是否需要切除？”

范小姐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她们手
术前选择的是“微创手术”，医生在其母
亲的腹部开了五个小孔。为了让家属尽
快决定，医生让范小姐进入手术室。“我
通过他们的仪器设备查看，确实没有发
现肿瘤，医生也反复确认没有肿瘤。”范
小姐回忆，当时她被这个突发情况搞得
有点懵。虽然没有找到肿瘤，但医生说
子宫可能会发生病变，四次询问她是否
切除子宫。

“我们不懂，但既然没有肿瘤，只是
子宫偏大，为什么非要切除？”范小姐和
家人们商量后，并未同意切除子宫。范
小姐称，她通过手术室的内窥镜发现，
医生已经在子宫上割了一刀。“他们说
是为了寻找肿瘤。”范小姐告诉记者，此
后他们要求医生进行缝合，原本两个多
小时的手术，做了四个小时。

律师说法

当事医院：走司法途径最公平患方：体检出“肿瘤” 手术确认没有肿瘤

调解记录：医调委建议医院负全责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相关人员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医院的态度一直
是非常明确的，建议患者走司法途
径。“通过司法程序处理，对医患双方
都公平。”该工作人员表示，医患纠纷
通过司法程序后，该宜宾三医院承担
的责任，医院绝不会推卸。

扫二维码，视
频看成都首
座玻璃栈道

《术前讨论记录》显示：盆腔内混合性
回声块影（畸胎瘤待排）

佀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