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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大爷街头昏倒
路人跑到医院呼救

8日中午12时30分许，一名六旬
大爷突然倒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对
面的一家超市门口。多名路人跑向医
院呼救，多名医务人员急忙赶到现场
施救。据记者了解，大爷为突发恶性心
律失常，获救希望渺茫。

据目击者介绍，事发时大爷独自
一人，手上还有输液留置针。见他晕
倒，附近店家、路人忙围了上去，有人
拨打 120 急救电话，有人则直接跑向
街对面的医院呼救。

一家餐馆店员称，紧接着两名护
士赶了过来，当时大爷已面色煞白，

“快没呼吸了，一个护士为其做心脏复
苏，另一个护士打电话呼叫医生。把大
爷抬上担架送往医院的路上，护士一
直在给大爷做心脏复苏。”

记者了解到，医护人员在现场紧
急施救了十分钟左右，随后将患者送
往医院抢救室继续施救。

在医院抢救室外，患者前妻赶到
现场。据了解，患者今年66岁，身体一
直不太好，此前因感冒入院治疗，并于
外出吃午饭过程中倒地。据患者前妻
介绍，患者与八旬姐姐住在一起，孩子
于7日刚刚前往云南出差。

据医护人员介绍，经过多种抢救
手段，持续抢救近一个小时，患者仍无
好转，恐难以救回，但仍未放弃。医护
人员介绍，初步判断，患者为突发恶性
心律失常。13时40分许，记者离开医
院时，抢救工作仍在进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
全 实习生 廖晓琴

288个微型消防站总动员 青白江区打响今冬明春火灾防控战
远水救不了近火，在青白江区，288个微型消防站“星罗棋布”，正在弥

补“远水”的短板。
11月7日，青白江区2018年“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今冬明春火

灾防控工作部署会”在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微型消防站队员批甲
上阵，经过近三年的磨砺，消火栓出水、水带连接、400米接力等一气呵成。
扑灭初期火灾、巡逻火灾隐患，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中，青白江区也通
过这些微型消防站，联络近3000名消防志愿队员，让火灾防控不留死角。

活动当天，青白江区政府消安办
主任、区消防大队大队长王衢以图文
并茂的 PPT 形式通报了全区今年火
灾情况，分析了当前消防安全形势。

最后，青白江区政府副区长、区政
府消安委常务副主任、区公安分局局
长张旭伟结合辖区实际，重点强调了
今冬明春持续推进电动车专项治理、

持续推进电气火灾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做好博物馆和文物建筑消防安全
专项治理等“三个专项整治行动”。

全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也必须

强化宣传，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
抓牢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为全区人民
营造更加和谐的消防安全环境。陈婷婷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廖静

部署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红阳街道处于青白江区主城区，老
旧院落、安置小区、商品房形态多样，
红阳街道微型消防站站长杨申告诉记
者，今冬明春和夏季都是微型消防站
的一次大考，要扼住火灾险情，只有强
化队伍专业素质，发动辖区群众参与
防范。

在比赛中能拿到团体第一，杨申
也透露了训练经验。“团结西路政府专

职队就在我们辖区里，站里队员和他
们互动频率很高，一些关键的动作都
接近专业水平。”杨申说，很多时候，
大家都利用下班时间到中队训练。而
前段时间针对电动车整治，他们还专
门请教青白江消防大队的参谋，如何
进行火灾隐患初期检查。

辖区阡陌交通，微型消防站化整
为零，在关键社区设立分站，11 个分

站，每站6人，这些生力军还在社区发
动社区消防志愿者，一举获得“省级安
全社区建设单位”称号。

距离青白江主城区 20 多公里的
清泉镇，微型消防站的建立极大程度
扭转了消防中队长途奔袭的局面。26
岁的微型消防站副站长鲜斌容介绍
说，站内配备了两个组共8名队员，两
辆消防车能够应对山区道路，除了扑

灭小火，还能辐射17个社区的抢险救
援工作。

“队员都是退伍军人，素质过硬。”
他表示，站里的出警量大，全年取马蜂
窝就多达80多次，消防宣传月开展以
来，站里队员进入老旧院落、敬老院、
学校进行安全排查、普及消防知识。

“把消防安全知识教给社区民众，才是
最好的火灾防控。”

下班之后以练为战 发动志愿者扩充消防力量

11月7日，赛场上寒风瑟瑟，青白
江区 11 支乡镇（街道）微型消防总站
代表队和 12 支区属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微型消防站代表队拉开阵势。头戴
救援盔、身着战斗服，这些微型消防站
队员跃跃欲试。

为确保运动会的实战性和趣味
性，青白江消防大队结合实际，提前部
署，精心策划比赛方案，根据辖区微型
消防站的特点将此次运动会分成乡镇
（街道）微型消防总站和区属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两个组别。比赛

内容包含1 个单兵科目“消防救援综
合操”，以及“室外消火栓出水操（高桩
消火栓）”、“两人五盘65毫米水带连
接操”、“400 米消防综合接力操”等 3
个班组科目。

经过一个上午的角逐，共产生12个

团体奖、24个单项奖。大港建材城、巨石
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钒
有限公司分别夺得区属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组团体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红阳
街道、福洪镇、大同镇分别夺得乡镇（街
道）组团体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微型消防站“过招”打响火灾防控保卫战

公司让员工测游戏给好评
员工心里有差评

“太让人不舒服
了……”6 日，一则
“成都某公司强制员
工测试游戏，还要给
五星好评，不然就扣
200块”的消息在网
上传开，其中提到，成
都一家游戏公司开发
了一款新游戏，公司
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员
工都要参加测试，并
完成“首充”，玩到80
级，还要给出五星好
评等，如在规定时间
内未能完成还将被扣
罚200元绩效。

消息引发不少网
友的跟帖，多名网友
表示自己公司也有类
似的要求，并表达了
不满。7 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来
到该公司，还原事件
真相。

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组织内因炎
症、增生等导致的肿物，临床上主要将
甲状腺结节分为两种，即单发和多发，
多发结节的发病率比单发结节高很
多，但恶变率却远低于单发结节。

困扰95%患者的甲状腺多发结节

甲状腺多发结节，主要是指甲状
腺上长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结节，
甲状腺多发结节较为常见，其发病率
在甲状腺结节患者中高达95%，临床
上多见为良性，但仍存在 5%-15%的
恶变可能。（数据来自：2017 年《社区
居民甲状腺疾病流行病学调查》）随着
直径增大，恶变几率也会增加。因此良
性结节也需重视！

恶变率高达15%-28%的甲状腺单发结节

甲状腺单发结节是指患者的甲状
腺里面只是长了一个结节，此类患者的
结节大多呈圆形或者是椭圆形，表面光
滑，不粘连，吞咽时可以上下移动，质地
较硬，生长比较缓慢，常见于30岁以上
的女性，据2010年中华医学会内分泌
学分会对10个城市居民的甲状腺疾病
调查，其恶变率高达15%~28%。

三甲知名医生组团来会诊了！

11月10日-11日，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甲状腺外科（1978 年）创始人之
一胡龙体、北京协和医院刘跃武、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邱新光、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周翔、北京中日友好
医院于明安、北京同仁医院王雪等知
名医生将到现场开展甲状腺科普讲
座、会诊及为患者手术等，凡报名参与
活动者可享受30元甲状腺彩超，甲功
三项、五项检查优惠，拨打四川名医健
康热线028-69982575了解详情报名。

本周六
三甲医院甲状腺

知名医生组团来会诊

鱼胆治病？
非常致命！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名30
岁左右的年轻男子，因生吞了3个鱼胆，导致急性肝肾
衰竭，病情危急。

医生询问得知，此前这名男子眼睛有些发红、有异
物感，他妈妈认为是上火了，并称鱼胆是清热去火的。于
是该男子就买了几条四五斤重的鱼，生吞了3个鱼胆，
每个鱼胆都有鸽子蛋大小。一个小时后他就出现恶心呕
吐、腹泻等症状，但吃了一些药后感觉没事了，也就没放
在心上。

不料，3天后，男子的病情加重，出现了腰痛、少尿，
黄疸。经检查肝肾功能，医生判断为鱼胆中毒，导致急性
肝肾功能衰竭。

“（诊断）进行性的肝功能衰竭，慢慢加重，肾脏也出
现衰竭，很严重。”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急诊科主任杜
宇介绍说，他们立即对患者进行抢救，包括人工肝脏、血
浆置换等救治方法，抢救了 13 天才让男子脱离危险。

“肝功能坏得一塌糊涂，命差点就保不住了。”
杜宇告诉记者，每年急诊科都会接诊好几例因吞食

鱼胆导致中毒的患者，以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居多，因
为听信“偏方”认为鱼胆能清热解毒所致。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
院急诊科接诊了一位30岁左右
的年轻男子，因听妈妈说鱼胆能
“清热去火”，生吞了3个鱼胆，1
个小时后就出现了恶心呕吐、腹
泻，3天后才因为病情严重就
医，此时已出现急性肝肾衰竭，
抢救了13天才终于脱离危险。

杜宇介绍说，胆是消化器官，分泌胆汁促
进肉类、脂肪类食物的消化。新鲜鱼胆含有一
种毒性极强的蛋白质分解产物，即胆汁毒素，
不易被酒精和加热破坏，也就是说，不论是生
的还是煮熟的鱼胆，都具有毒性。导致鱼胆中
毒的大多是淡水养殖的鱼类，常见的有草鱼、
鲫鱼、青鱼、鲢鱼、鲤鱼等。

杜宇说，和植物性的有毒物质成分单
一不同，鱼胆中的生物毒素是复方的，成分
比较复杂，有的会引起过敏，有的引起脏器
细胞坏死、代谢器官衰竭，人体是没办法清
除的。例如，鱼胆汁中的胆酸、牛磺胆酸、鹅

去氧胆酸、牛磺去氧胆酸，可与体内钾离子
结合成胆盐，破坏脏器细胞膜，引起功能障
碍；鱼胆汁中还含有水溶性鲤醇硫酸钠、氢
氰酸类物质，可以抑制 40 多种酶的反应，
其中对细胞色素氧化酶最为敏感，从而阻
断生物氧化过程，细胞能量代谢受阻导致
细胞坏死。

胆汁中组织胺成分可使毛细血管通透性
增加，造成器官的出血、水肿、炎性改变；鱼胆
汁中有类似原浆毒素成分，尤其损伤肾小管
线粒体；鱼胆毒素还能引起机体氧自由基增
多，并产生类似于全身炎症的反应。

听妈妈说鱼胆清热
年轻男子生吞3个鱼胆中毒抢救13天

为何不能
吃鱼胆

鱼胆中毒
有多可怕

杜宇说，这些胆汁毒素，会直接作用于肝、
肾、胃肠等多个脏器，最终导致脏器损坏、衰
竭。通常食用鱼胆到一定量后，短则 2-6 小
时，最长14小时，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
泻等表现，由于毒素引起上消化道粘膜病变，
一般呕吐较重，多的每日可达30次以上，吐出
食物甚至胆汁，有时可带血；腹痛多为阵发，

位在上腹部。
而 3 日后，患者会出现肝脏肿大、肝脏

部位痛、皮肤黄、浮肿、少尿、血尿、头晕、嗜
睡、出血、溶血等表现，“这时到医院检查，
一般都发生肝肾功能损害或衰竭。”杜宇
说，一旦鱼胆中毒，没有特殊的解毒药，必
须及早治疗。

吃多少鱼
胆会中毒

杜宇说，鱼越大，鱼胆越大，所含的毒素
也越多，一般吞食鱼重0.5kg的鱼胆4、5个，或
是鱼重2kg的鱼胆1个，即可引起中毒；吞食
鱼重2.5kg的鱼胆2个或鱼重5kg的鱼胆1个
即可导致死亡。

不仅鱼胆，在民间偏方中，蛇胆、鸭胆都

被冠上了清热、解毒等功效，特别是蛇胆还作
为中药入药，杜宇解释说，用药的胆汁都是经
提炼去除有毒成分的。值得提醒的是，动物的
胆都不建议在没有去毒的情况下食用，除了
含有有毒成分，还含有有害的细菌和微生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游戏公司是否可以要求员工依照通知
测试游戏，是否存在侵害员工劳动权利的嫌
疑呢？成都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刘真含律师表
示，对于公司通知，需分两个关键部分来看，

“一是对外，针对公司提出的五星好评要求，
如果游戏在之后推广进入市场，则会存在评
价虚假的成分，对用户是一种欺诈行为。二
是对内，在要求员工充值玩游戏上，不能要
求员工自己花钱，员工是没有义务去承担相
应费用的。”

“另外，即便公司能够报销，也必须在合
法前提下，如果本身就存在虚假和欺诈，那
么员工也有义务拒绝这种行为。”刘真含说。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英占表示，游戏开发测试是员工工作的一
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要求下载注
册玩游戏以及相应的绩效考核扣罚并无
太大过失。不过，不能要求员工自费充值，

“能报销则是可以的，或者提前设置一些
虚拟币给员工测试等都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在好评上，则存在一定的欺诈嫌疑，

“因为有可能好评不是真实的，那么就存
在涉嫌虚假宣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
习生 廖晓琴

妈妈说鱼胆能清热
小伙生吞三个中毒

律师/
强制好评
存在一定的欺诈嫌疑7日，记者了解到，该家公司为

位于成都天府软件园G8的一家游
戏开发公司，名为“阿拉蕾”，其测
试游戏目前暂未全面上线。

记者看到，要求员工参加测试
的消息内容为：“公司新项目已经
开启测试，为支持完善公司游戏，
所有员工需完成相应的测试流程，
具体为，下载注册，进入游戏完成
首充，并根据提示完成任务将游戏
等级提升到80级，完成后需对游戏
进行五星好评，好评不得少于10个
字，累计登录超过七天。”

除此之外，测试要求提到，测
试需在安卓手机上进行，如没有可
自行借同事或亲友手机，用自己手
机号注册并完成后续流程，所有步
骤均需进行截图确认。所有员工需
在 11 月 16 日前完成测试，否则扣
除当月绩效奖金200元。

记者在公司相继见到多名员
工，他们表示，尽管通知的方式让
人感觉不太舒服，但也可以理解，
毕竟是公司自己的产品，作为员工
也应该支持。

“其实这个游戏玩起来并不难，

升级也很容易，耽搁不了多少时间，
最多半小时就能到80级，跟着任务
走就是了。”一名员工介绍，“充值只
要10元钱，还可以找公司报销。”

“有这种要求是很正常的，也
没多大问题，只是以通知的方式来
说这件事，完不成还扣钱就有让人
不舒服。”另一员工表示，刷好评也
不太好。

不过，与上述员工不同，网络爆
料当事员工则直言“太让人不舒服
了”。对此，有员工表示，因为这个网
络消息，公司负责人还发过火。

多名员工多名员工：：“让人不舒服，但可以理解”

记者找到了公司管理部门进
一步了解此事，一名公司负责人回
应称，作为一个游戏开发公司，对
游戏进行测试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且这样的要求一年也就一两次，公
司员工应该支持自己的产品。

该负责人还表示，已向各主管
传达了要求，“充值在50元以下都
可以报销，实际上10元就可以了。”
另外，游戏提升80级的要求也不困

难，不充值半小时就可以实现，充
值后十多二十分钟就可以达到，且
后续只需每天登录一次即可，要求
并不高。针对没有安卓手机的问
题，该负责人表示，公司也有不少
测试机可以领取进行测试。

“对于扣发绩效，我们认为也
并无不妥，既然这是工作的一部
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按照公司
的管理要求，扣绩效也是可以的，

这并不是罚款，是没有完成公司的
任务考核。”该负责人表示，其实网
络的消息并不完整，实际上公司还
准备了5000元奖金进行抽奖，鼓励
员工测试游戏发现问题。

“如果说有不太妥的地方可能
就是刷好评吧，但我们也没有去外
边买好评，自己的员工都不支持公
司发展，也说不过去吧。其实很多
行业都是这样的。”该负责人表示。

公司回应公司回应：：“员工不支持公司发展，说不过去吧”

ICU用于治疗中毒患者的设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