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约10天前，甘洛县人
民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小患
者，叫小俄，今年只有 2 岁
多，体形消瘦。“医生，我家娃
儿大便常有血，最近肛门还
掉出一个东西，是不是得了
什么大病？”小俄的父母十分
着急，把孩子带到医院外科
就诊。小俄的父母告诉医生，
最近，孩子大便时，血量不断
增多，这吓坏了一家人。

小俄的妈妈说，孩子平
时看起来和正常孩子没有
什么区别，也没喊哪里痛。
从一年多前开始，她发现孩
子大便中有血，一开始并没
有引起重视。“有时有血，有
时又没有，我们起初以为孩
子可能是乱吃东西，吃坏了
肚子。”小俄的母亲表示，她
曾带孩子在诊所看过医生，

“之前都是按肠炎治疗，多

次拿药给孩子吃，但好像没
什么效果。”

据医生介绍，入院前一
年多以来，家长发现患儿大
便偶尔带血，且血量不断增
多，院外就诊时考虑到孩子
的年龄较小，消化道疾病概
率较小，怀疑是肛裂，建议观
察。不料，近日患儿大便后肛
门突然坠出一个蘑菇般大小
的肿物，家长担心孩子得了
什么大病，便立即将其送到
医院就诊。

小俄的母亲回忆，十多
天前，家人发现孩子在大便
后，肛门掉出一坨肉，但又能
缩回肛门，顿时都很紧张，

“我们以为孩子的肠子里面
长了肿瘤，可能还需要手
术。”为此，一家人紧急将孩
子送到甘洛县人民医院的外
科就诊。

“实际上，成年人患结肠息肉很常见，小孩并不多。”医生
祝沛沛表示，这种幼年性息肉多发生于2-10岁儿童，新生儿
则不会发生。“小儿幼年性息肉是小儿下消化道出血最常见
的原因，多为单发，且多位于直肠和乙状结肠，但亦有多发、
位于近端大肠者。”

“幼年性息肉病因仍不明确，主要有几种推测：慢性炎症
刺激，慢性机械刺激，胚胎组织异位，病毒感染，遗传因素。”
祝沛沛介绍，有幼年性息肉的患儿，无痛性血便是主要表现，
少数病例便后自肛门滴鲜血数滴，息肉可突然脱落而致大出
血，“患儿排便时一般无任何痛苦。”

祝沛沛表示，高位的大息肉可因肠蠕动受阻或蒂柄牵引
肠壁而引起腹痛甚至肠套叠；低位的息肉排便时可将息肉推
出肛门外，可见肛门处一红色圆形肿块，如不及时将其送回，
可发生嵌顿坏死。“孩子如果长时间便血，可能会导致贫血，
所以家长发现孩子便血后，最好尽快到医院就诊。”

“据有关研究表明：将近80%的结肠癌是由结肠息肉癌
变来的。”祝沛沛表示，小儿患结肠癌的概率比较低，但是国
内也有小儿患结肠癌这样的案例。

“虽然看这症状挺吓人，但做家长的也不用过度担心，因
为小儿直肠息肉很少恶变。”祝沛沛介绍，幼年性息肉比较
小，也可能自行消失，也无需手术处理。“如果是长时间便血
更要引起警惕，建议做肠镜检查。”

小俄是凉山州甘洛县
人，2岁的他能吃能玩，十分
可爱，与其他孩子没有两样。
不过，妈妈发现孩子大便竟
偶尔带血。

起初，妈妈以为小俄患
了肠炎，还多次给孩子买药
吃，但最近便血的情况越来
越严重。10多天前，小俄在
大便时，肛门还突然坠出一
个蘑菇般大小的肿物，一家
人都吓坏了，“难道孩子的肠
子里面长了肿瘤？”

家人紧急将小俄送往医
院。经甘洛县人民医院的医
生检查，找到了小俄便血的
“元凶”，原来是结肠息肉在
作怪。最终，医生成功将这枚
“巨大”的息肉完整切除，小
俄于昨日康复出院。

入院后，甘洛县人民医院外科的
医生联系了消化内科主任祝沛沛，希
望先给小俄做一个肠镜检查。祝沛沛
是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
医生，两个月前来到甘洛县开展医疗
扶贫，挂职甘洛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

祝沛沛为患儿做了结肠镜检查，
发现3cm左右潴留性息肉堵塞管腔，
考虑便血原因是结肠巨大肿物出血
引起，需手术治疗。“对待这类病变，
按照传统方法，需从肚子开刀，找到
肿物所在肠管，切除包含肿物的肠
管，再将剩余的肠管端缝合。但采取
这种治疗手段，儿童面临的外科手术
风险较大，创伤较大，容易出现手术
并发症，家属十分担心。”

因此，祝沛沛立即请相关科室医
生对该患儿进行联合会诊，最终决定
由消化内科及麻醉科配合进行“结肠
镜下结肠息肉样肿物切除术”。“虽然
结肠镜下微创息肉切除手术已很成

熟，但对于婴幼儿而言，手术并不简
单。”祝沛沛表示，因儿童消化道腔狭
小、壁薄、容易穿孔，操作难度及风险
较成人明显增高。

祝沛沛从医十多年，曾经成功地
为多名患儿切除息肉，拥有非常丰富
的经验。“术前，医护人员充分评估患
儿情况，缜密讨论手术方案、设计手术
步骤、术中及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出血、穿孔、感染等）的预防及一旦出
现并发症后的处理策略。”祝沛沛说。

11月9日，祝沛沛运用EMR技术，
历时10分钟，成功将这枚巨大息肉完
整切除，术中及术后均未发生出血及
穿孔，术后创面予以止血铗夹闭，手
术非常顺利。“由于息肉太大，位置又
生长在肠腔的弯曲处，且小儿肠腔狭
小，操作空间极度有限，手术过程需
多次调整镜身选取角度。”祝沛沛表
示，11月14日，小俄已经康复出院。

王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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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弯曲处，操作空间极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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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里长颗“红果果”2岁娃便血一年多
在极大客观难题面前，医生经过缜密规划，10分钟成功取出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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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西部智谷C区6栋的多个
电梯口贴上了一则“电梯停运”通知。
通知提到，大楼内一科技公司因违反
服务合同，物业公司将配合业主方于
15日对整栋大楼14部电梯实施停运，
停运期间，大楼任何物资不得搬离。

记者 14 日从发出通知的园区物
业公司了解到，该科技公司为“成都
星声力量科技有限公司”，其在与业
主方存在违约同时，还存在拖欠物业
费、水电费情况，已达数十万元。

C区6栋共9层，“成都星声力量
科技有限公司”位于9楼。一家位于8
楼的企业质疑：“一家有纠纷，牵连整
栋楼？”

发布通知
物业将配合业主
停运整栋楼全部电梯

一则电梯停运通知贴到了西部
智谷C区6栋的多个电梯口。15日，大
楼8部直梯6部扶梯共14部电梯将开
始停运。13 日，有商户将该通知发到
网上，并对此表达不满。

通知由四川华玮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西部智谷 C 区物业服务中心发
出。通知称：“我物业公司接成都新创
创业孵化器服务有限公司通知，鉴于
星声力量科技有限公司单方面违反
其与新创公司签订的《创业服务合
同》。我司将配合业主方于2018年11
月 15 日对 6 栋 14 部电梯（8 部直梯 6
部扶梯）实施停运！停运期间大楼任
何物资不得搬离”。

14日上午，记者来到西部智谷C
区6栋，楼内的电梯暂处于正常运行
中。“根据通知，明天停。”物业工作人
员介绍，“开始我们接到的通知是限
电，但考虑到安全，他们也没有提早

准备，就只对电梯进行停运。大家还
可以走消防通道，还是可以正常办
公，只会造成一定的不方便。”

其余商户
一家有纠纷
牵连整栋楼？

记者走访了解到，大楼多个商户
已经看到了该则通知。记者从大楼一
层的商户信息牌看到，大楼 1 到 9 层
均有商户，仅信息牌显示商家数目就
有近50家。“星声力量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大楼9层。电梯停运将给大楼内
众商户上下楼带来影响。

“我们只是里面的一家公司，和
这些纠纷毫无关系，却无辜受到了影
响。”一家位于 8 层的企业负责人表
示，“我们公司有六七十个人，对我们
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公司平时还会有
客户参观，这样一来事情就很容易谈
不成，影响业务、正常工作，谁买单？”

“一家有纠纷，牵连整栋楼？“该
负责人表示，类似通知不止一次，之
前还有关于停空调、停电的，“这是最
新的。”另一商户则称，日常房租物业
等费用均正常缴纳，不能因一家企业
与业主有纠纷，让别人也受到影响。
另外，低楼层商户则表示影响不大，
希望纠纷能尽快解决。

据受访商家介绍，“星声力量科技
有限公司”为该栋大楼的“总包商”，再
由其转租。商户的房租等费用均直接
交予“星声力量科技有限公司”。

当事公司
目前正在
协商解决此事

“昨天我们接到业主方的通知才

决定停运电梯的，据了解，他们已经
拖欠房租达到数百万元，业主方多次
讨要，也没任何说法。”据西部智谷C
区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经理介绍，
C区6栋是由星声力量科技有限公司
整体承租，又转租招商的。“楼内的公
司和业主方及物业公司都没有任何
合同关系，而且他们每个月的物管费
和租金都是直接交给星声力量的。”

根据电梯停运通知，星声力量科
技有限公司存在单方面违反服务合
同的情况。4 日，西部智谷业主方一
工作人员表示，熟悉此事的负责人暂
时不在，但据了解，“可能就是欠房
租、物业费。”4 日下午，记者多次试
图通过该工作人员联系负责人但未
成功。

物业李经理介绍，星声力量科技
有限公司已经拖欠半年物管费60多万
元，水电费20多万元，总共拖欠80多
万元。“上个月就给他们发了物业催收
函，他们就把第二季的给我们了，我们
是季度付款，还差我们6月至12月半
年的费用，虽然现在才11月，但是依据
约定，他就应该把今年的钱交完。”

“昨天有企业联系过我们，他们
觉得这钱是交给星声力量的，这（停
电梯）对他们来说不公平。我说这种
情况要及早处理才是最好的，不然越
拖越多。”李经理说。

对此，星声力量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表示，C 区 6 栋整体由其承租再
负责招商工作，目前共有商户 60 家
左右，“新园区肯定会遇到方方面面
的问题，现在关于物业和其他一些条
款都还在进行一些沟通，我们目前正
在推动解决这个事情。”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仍在协商
一些具体服务内容，包括钱款，但是
具体细节不方便说。

律师
承租方违约
业主方可行使权利

园区业主方是否可以要求物业
方对电梯实施停运呢？泰和泰律师事
务所律师刘秀表示，一般来讲，物业
公司是和业主签订协议，如合同中有
相应约定，物业则有此权利。另外，如
果承租人本身存在违约行为，不履行
其相应的约定，作为业主来讲也有权
行使权利，要求物业停运电梯，来维
护权益。

那么，作为从星声力量科技有限
公司承租的其他商户权益是否因此
受到侵害呢？“这应该说没有，因为合
同是具有相对性的，谁跟谁签合同就
找谁，业主只认与其签订合同的承租
人，承租人再转租出去，就是承租人
跟其他商户之间的法律关系。”

“对于其他商户而言，相当于从转
租方租的房子，他们之间应该有相应
的协议，如果要维护权益，可以找该转
租方即星声力量科技有限公司解决。”
刘秀说，“从他处转租，原本就有风险，
签合同应当预感到这个风险，不能说
业主侵害了商户们的权益，因为业主
没有直接跟商户们签协议。”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英占表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业主
有权停运电梯，因为承租人违约在先，
业主也是行使自己的正当权益，而物
业只是代业主实施这个行为。“对于其
他商户可能遭受的损失则应当由承租
人来承担。另外，还需注意业主方与第
一承租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中，是否允
许转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廖晓琴

11 月 13 日，青白江区一化妆品
店内，一名女士在玻璃门与固定货架
间捡门牌时，感应门突被触发，夹住
了该女子头部。随后赶到的消防队员
破拆货架后，女子才得以脱身。

“昨天上午11点左右，听到她的
叫喊，我们过去才发现她的头弄不出
来了。”14 日下午，青白江区政府中
路上“丽人行”化妆品店的店员告诉
记者，当时女子的头部被夹在门和货
架中间的缝隙里。

店员告诉记者，受困女子是社区
网格员，来检查门牌，但店铺的门牌
脱落了。“当时我们有点忙。”店员表
示，他们就告诉该女子门牌放在玻璃
门后的货架旁。

“门和货架间的空隙有十多厘
米。”14 日下午，回忆起此前一天的
情景，该网格员还心有余悸。她表示，
她去拿门牌时发现，门牌在靠里面的
位置，中间还放了两个灭火器。拿出
灭火器后，“我背对着门外，侧着身往
里面探，伸手去抓门牌。”她表示，就
在这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店里的感应
门打开了。“空隙变窄，我的头就被卡
住了。”接着店长暂时固定住门，并拨
打了119。

上午11：07，青白江区政府团结
西路专职消防队赶到现场。消防队中
队长介绍，他们安排一名队员安抚受
困女子，其他队员使用破拆剪将旁边
的货架夹断，再拧下螺丝，接着将支
架掰折后，女子才得以脱身。“救援过
程可能就5分钟。”

14日下午，店员告诉记者，感应
门仍在使用。“店里装的是感应门，有
人站到门口就会自动打开。”店员表
示，门是没有问题的。她推测，应该是
网格员去拿门牌时触发了感应门。不
过网格员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我背对外，也不清楚当时外面
是否有人经过。”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实习生 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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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欠费 整栋电梯停机
物业称当事公司为该栋楼整体承租方，存在违约情形
律师表示业主、物业公司此举并未侵害其他商户权益

感应门被触发 女子的头被卡住

消防队员施救 图据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