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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61岁的王芳（化名）食不下
咽，人变得越来越瘦，一检查，发现食
管上长了一个肿瘤，换医院继续查，右
肺上还有一个肿瘤。这样的结果，让一
家人陷入恐慌。

到底怎么治疗这两个同时存在的
肿瘤，成为普外科专家们面临的一道
难题。

晴天霹雳
老人食管肺部同时患癌

最近一段时间，四川人王芳吃东
西变得困难，人也越来越消瘦。女儿把
她带到当地医院，经过胃镜检查，发现
食管上竟然有一个肿瘤！而且肿瘤已
经很大，胃镜只能勉强通过。取了活检
以后，发现是食管鳞状细胞癌。

王芳被女儿接到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普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志国接
诊后，又安排其接受一系列更为详细
的检查。这一查，发现了更严重的问
题：王芳不仅是食管上有肿瘤，右肺上
还有一个3cm的肿瘤！这样的结果，让
一家人慌了神：两个部位被查出肿瘤，
是不是意味着已经有了转移？这一猜
测，让一家人陷入极度的恐慌中。

“肺部的单发包块不一定是转移，
也可能是原发性肺癌。”张志国医生的
解释，让一家人的心理稍微减少了些
压力。为了明确诊断，普胸外科联合肿
瘤、呼吸、消化、放射等学科专家组成
MDT团队，为王芳进行了多科会诊及
评估。

通过 CT 引导下肺穿刺活检，最
终证实了普胸外科专家的诊断——右
下肺的肿瘤，属于肺腺癌。也就是说，
这是两个同时发生的不同性质的食管
癌和肺癌。

团队接力
一次手术解决两个肿瘤

这两种肿瘤，是普胸外科目前最
常见的两种恶性肿瘤。好在，在评估全
身其他器官后，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
况。这意味着两个肿瘤都有手术切除
治疗的指征和机会。

不过，到底怎么治疗这两个同时
存在的肿瘤，成为普胸外科专家们面
对的一道难题。先后分两次手术的话，
不仅会给患者带去更多痛苦和经济压
力，还可能会导致其中一个肿瘤得不
到及时治疗，加重病情；但如果同时手
术切除的话，势必会增加手术的风险
系数。针对王芳的特殊情和术前检查
结果，普胸外科又进行了全科大讨论，
最终制定出详尽的手术方案和相应的
手术预案，认为可以通过三切口手术
一次解决这两个部位的肿瘤，手术分
为“上下半场”进行。

手术的第一步，由普胸外科杨懿
医生带领肺癌治疗团队完成“右下肺
叶切除及系统淋巴结清扫”。

之后，由张志国医生带领食管癌
治疗团队接棒，处理食管肿瘤问题。

“需要把食管从周围的组织中剥离出
来，再把有问题的部分全部切除。”张
志国解释说，为了不影响食管切除后
对王芳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医生团
队把原本位于腹部的胃“借”了一部
分出来，将其“裁剪”成管状，并吻合
到喉部残留的食道位置，“通过这条
重建的消化道，患者今后可以继续通
过嘴巴进食。”

手术虽然复杂，但却在团队的精
心配合下进展顺利，而花费相较于分
次手术，费用节约了近一半。经过十天
的治疗，王芳得以顺利出院。

科/普/延/伸/
什么是多原发癌？

多原发癌：指机体内同时或先后
发生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发恶性肿
瘤。腹部脏器较为多发，而同时发现肺
癌、食管癌的病例极其少见。

转移癌：指同一种癌进展，转移到
多个部位。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普胸外科副
主任医师张志国解释说，这是两种截
然不同的概念，主要区分有赖于病理
的支持。随着治疗方法的不断改进，医
生对多原发癌认识的提高，已有越来
越多的多原发癌被发现被治疗。

“假如遭遇这类问题，可以向专业
的医疗团队作寻求帮助，不要过度焦
虑。”张志国表示，通过多学科团队
MDT的通力合作，有更具备各种类型
疾病的诊治，为患者提供精准、优质的
医疗及服务。

李诗敏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不幸！
同时患上两种癌症

幸运！
一次手术切两个肿瘤

交警
不属于交通事故
不会划分责任

7月9日，南充市交警
一大队相关负责人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发路段有一所学校，交
警部门出于人性化考虑，
在留出消防通道外，规划
了部分地点用于车主临时
停车办事，但部分车主却
将车辆随意停在现场就离
开，甚至占用消防通道。

“私家车违停占用了
消防通道，消防车为了紧
急抢险，可以强制推离（违
停私家车）。”该负责人说，
此次事件并非属于交通事
故，交警部门不会为受损
车辆出具事故责任认定
书。他提醒说，私家车不能
长时间停在此地，更不能
堵塞消防通道。

消防
消防车受损

将保留索赔权利

育英路消防中队副中
队长刘凯告诉记者，因为
私家车违停堵塞消防通道
导致发生剐蹭，消防车因
此受到损失，消防将保留
向对方索赔的权利。

刘凯说，根据“道法”
第53条规定，警车、消防
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
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
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
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
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
辆和行人应当让行。此外，
根据《消防法》第62条和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
规定，阻碍执行紧急任务
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
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
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受损车辆是否可以寻
求商业保险赔付呢？成都
商报记者曾联系南充某保
险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方
并未给出明确回答，“会根
据相关规定来看，是否给
予赔付”。而前述南充市交
警一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因为此次剐蹭事故并非交
通事故，交强险不会为违
停受损车辆进行赔付。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1、违停车辆是否应受处罚？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甘超英：
车辆违停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要
受交管部门的处理。如果造成更大的
损失，还可能会受治安处罚法的处理。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阻
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
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处警告
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
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
以下罚款。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
钊：违停本身要受处罚，如果造成救
援延误，后果比较严重的话，就要按
照情节加重的情况顶格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朝武：如果
因为耽误公务的执行，造成人员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要承担过错责任，可以追
究违停车辆因造成延误而导致的损失。

2、违停车辆受损可否要求赔付？

宋朝武：违章停车已经违反交通
规则。如果不是为了救火而冲撞的
话，应该要赔，但消防车是执行公务，
是为了紧急避险，这种损害是属于无
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中，不应当以救
火的价值与车辆价值来衡量，因为救
火足以构成紧急避险的理由。

甘超英：应该是可以。违停有专
门的交规进行处理，但是车辆是合
法的私人财产。消防车为救火顶开
违停车辆，属于消防部门紧急避险
的行为，但是紧急避险有一定条件，
造成的损失不应该大于所维护的损
失。应当按照比例原则处理，如果救
火的价值比较大，就应当由救火部
门和车主本人按比例共同承担责
任。但无论如何，消防部门承担的责
任是小部分。

熊文钊：这在法律上叫做行政优
益权。在紧急的、真实的救火事由的
情况下，是不构成行政赔偿的，因为
没有行政违法性。车辆在违停的情况
下是占了正常的通道，不具有正当
性，而赔偿是指要有行政违法性，在
这种情况下要求赔偿是没有道理的。

行政法中还有一个比例原则，就
是让损害最小化，要合乎比例。要考虑
是否存在更加便捷的方式，是否可以采
用推开车辆或其他可以取代的方式？

3、类似事件保险公司会不会赔？

熊文钊：车辆一般都会上强制保
险，保险公司赔不赔，要看具体的保
险条款，是否属于在不计免赔的保险
范围内。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柳行

（现场图据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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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一高层建筑25楼起火 私家车堵了消防通道

消防车出警途中擦挂违停私家车一事刷爆
网络，叫好声一片。有网友表示，救火如救命，

“该撞”；还有网友表示，“应该依法依规追究乱
停放车主的责任”。

舆论普遍认为，消防的处理合情。今日，成
都商报特邀专家从法律角度解析这一事件。

消防“顶”车
法律专家怎么看

通往起火现场的消防通道被违停车阻塞

伴随着一阵
急促的警报声，一
辆消防车剐蹭了

两辆违停堵塞消防通道的
私家车，并将其“顶开”，随
后前往火灾现场驶去。

7月9日上午，南充城
区某小区一高层住宅发生
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部
门随即驱车前往，但在赶往
火灾现场途中，消防车出入
的唯一通道被大量违停私
家车堵塞。据南充市公安消
防支队通报称，消防官兵及
现场交警喊话挪车无果，消
防车在通过时与两辆违停
的私家车发生擦挂，由于救
援情况紧急，消防人员先行
前往救援现场。

南充一高层住宅南充一高层住宅2525楼厨房楼厨房
起火起火，，火苗引燃抽油烟机火苗引燃抽油烟机，，并烧并烧
到了厨房天花板到了厨房天花板。。室内有人室内有人！！

火情紧急

从消防中队到达火场从消防中队到达火场，，育英路育英路
五星小学门口那条路是唯一的通五星小学门口那条路是唯一的通
道道，，却被停放的私家车堵塞却被停放的私家车堵塞

唯一通道

一辆长一辆长88..77米米、、宽宽22..55米米、、带吊臂的抢险带吊臂的抢险
救援车无法通过救援车无法通过““SS型空隙型空隙”，”，左侧剐蹭了左侧剐蹭了
一辆红色尼桑轿车一辆红色尼桑轿车，，右侧又碰上了另一辆右侧又碰上了另一辆
停在路边的小车停在路边的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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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违停车

高层住户着火
违停车堵了消防通道

7月9日上午，南充市顺庆区南门
坝瑞露佳都小区发生一起火灾事故。
起火点是该小区一高层住户的厨房。

房屋主人阿丽（化名）接受成都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天上午，自
己在厨房里煮着东西，当自己闻到浓
烟赶到厨房时，火苗已经引燃了抽油
烟机，并烧到了厨房的天花板。阿丽
被吓呆了，赶紧掏出手机拨打119报
警电话，并冲出房门，向邻居求助。

据南充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的
记录显示，他们10：33接到报警，随
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顺庆区育英路
消防中队4车20人前往现场处置。

育英路消防中队副中队长刘凯
说，中队刚好有一辆消防车在外面加
油，正在返回中队途中，他便通知对
方直接赶赴火灾现场。停放在中队的
三辆泡沫水罐车、抢险救援车和供水
车，拉响警报，依次从中队出发。

三台车驶出中队大门，右转，驶
上目前正处于封闭施工的育英路，再
行驶10多米后，消防车就可驶出工地
的大门，到达五星小学门口，这条路，
是消防车出入的唯一通道。

10时35分，三辆消防车行驶至五
星小学门口时，发现唯一的通道已经
被停放的私家车堵塞，救援车辆根本
无法通过。

伴随着警报声，消防官兵及现场
执勤交警大声喊话，通知车主挪车。
期间，有听到警报声的车主陆续赶来
挪车，先前拥堵的道路终于“撕开”了
一道口子，但仍有几辆车的车主一直
未到场。

消防车剐蹭开道
两违停车受损

“已经耽搁了三四分钟，警情就
是命令，实在不能再等了。”刘凯说，
由于现场仍有违停的私家车未挪开，
通道依然狭窄，消防车要开过去，必
须穿过十分狭小的“S形空隙”。

第一辆是泡沫罐车，体型相对较
小，司机小心翼翼，顺利从“S型空隙”

中驶了出去。
擦挂，发生在体型更大一些的第

二辆车上，这是一辆长8.7米、宽2.5
米、带吊臂的抢险救援车。当时，第二
辆车司机沿着第一辆消防车的行驶
路径开，不过，这辆体型更大的消防
车，最终败给了“S型空隙”：其左侧车
身剐蹭了一辆红色尼桑轿车，并导致
后者前方保险杠脱落，而消防车右前
方车头，又碰上了另一辆停在路边的
小车。因为擦挂，两辆车的位置都发
生了移动。随后，消防车顺利驶出。

成都商报记者从网传的视频看
到，一直拉着警报的消防车发生擦挂
后，并未停下，而是径直离开前往火
灾现场。

9日下午4时许，成都商报记者
赶到事发现场看到，受损的车辆已
不在现场，附近商贩称“中午时分来
开走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因为该路段整
改，整个路段封闭施工停止通行，只
留下了一条消防应急通道，而现场也
设置有多个警示标志牌：“该通道为
消防通道，门前禁止停车”。

不过，记者看到，仍有车辆违停
堵塞消防通道，已被交警贴上了罚
单。一位卖文具用品的商贩说：“交警
每天都要来，不是因为今天出了事才
贴，往天也经常来贴，这些人（违停车
主）太没素质了。”

据南充市公安消防支队通报称，
7月9日10时33分，南充市消防支队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顺庆区南门坝瑞露
佳都小区25楼一厨房着火。接到报警
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育英路消防中
队4车20人前往现场处置。

10时35分，当救援车辆行驶至育
英路五星小学门口时，通道被私家车
堵塞，救援车辆无法行驶通过。消防
官兵及现场交警喊话挪车无果后，消
防车在通过时与两辆违规停放的私
家车发生擦挂。由于救援情况紧急，
消防人员先行前往救援现场。

刘凯说，当天驶出五星小学门口
前往火灾现场途中，他再次给报警人
阿丽打电话时得知，厨房的火情在邻
居帮助下被扑灭。随后，几辆消防车
返回中队。

事发路段设置有“禁停标志”，显示该通道为消防通道

●在紧急的、真实救火事由的情况
下，消防享有法律上的行政优益权

●行政法中还有一个比例原则，就
是让损害最小化，要合乎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