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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温女士63岁，消化不良10年，确
诊慢性胃肠炎多年，近半年胃部不适
加重，近2月头晕乏力、上楼梯觉得
累，结果是重度贫血，因铁蛋白很低，
确诊为“缺铁性贫血”，存在铁元素不
足或某种病因导致了失血所致。由于
没有任何出血表现，患者不愿做胃肠
镜检查，难以明确胃肠道有无出血及
其原因。给予补充铁元素1个月后，重
度贫血转为轻度贫血，但不久再次中
度贫血。铁元素不足纠正后，要详查
可能有看不见的出血。此时肿瘤标志
物（肿标）CA72-4已升高至18.57U/

ml，正常应7 U/ml以下，它与胃肠道
肿瘤有相关性，因担心肿瘤而背上思
想包袱。

松山医话

1、失血与贫血
轻度贫血身体不会有异样，贫血

程度较重才会头晕乏力、心累气紧。外
伤车祸、吐血便血尿血、持续月经或痔
疮出血是能看见的出血，体内组织器
官有炎症、溃疡、肿瘤等病变所引起的
出血肉眼就看不见，炎症、溃疡可伴疼
痛易发现，较危险疑难的肿瘤、结核可
能无症状而难以发现。出血隐蔽、出血
量小、间断出血，没有全身症状时很容

易误诊，医生要从临床表现、专科检
查、指标变化来综合分析。出血较多引
起的贫血有铁元素降低称为“缺铁性
贫血”，补充铁剂、治疗引起出血的疾
病是关键。补铁充分后贫血仍纠正困
难，要么对铁元素吸收利用不足，要么
出血原因未明要细查。
2、肿标与肿瘤

肿标与肿瘤可能相关，用于高危
人群筛查、肿瘤疗效与复发的评估。
肿标在健康人、良性或恶性肿瘤都可
能升高，因此与肿瘤的关联也没想象
中那么密切，单凭一项或多项肿标异
常予以是否肿瘤的判断是错误的，在
肿瘤诊治中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必须

结合病情发展、各项检查如CT或彩
超等影像及不可或缺的“病变异物”
病理活检才能确诊。温女士升高的
CA72-4是与胃癌相关的肿标，孤立
分析意义不大，过于担心无必要。有
些肿标与肿瘤的关联可能稍高，如
AFP与肝癌，CEA、CA19-9与胃肠肿
瘤，CA125与妇科肿瘤，TPSA、F PSA
与前列腺癌。
3、分析与对策

纠正缺铁性贫血需从铁剂补充、
纠正失血性贫血的原因两方面同时入
手，当补铁无效时可重点寻找失血原
因，特别是隐性、间歇式不易发现的出
血。温女士长期慢性胃肠疾病伴致消

化不良，原本单独评估意义不大的肿
标CA72-4却与胃肠肿瘤有关，引人联
想需高度重视，完善前期未做的胃肠
镜检查能基本排除消化道的肿瘤、息
肉、囊肿或炎症、溃疡引起的出血。如
果仍无明确病变，宜从中医药健脾益
肾入手，以改善消化吸收和造血功能，
有助于铁元素与营养吸收。肿标升高
与肿瘤无必然联系，但持续、异常的升
高还得重视，如还有长期慢性病、家族
有肿瘤史则警示意义较大。

《松山讲坛》讲座（免费便餐）1月
19日第4期关于药酒的讲座，2月23
日节后开讲、半月 1 次，咨询：
028-69982575。

身故理赔
男子高反身亡理赔遭拒

在内江一家企业任职的男子安
某，于2016年4月9日自内江出发前往
西藏拉萨洽谈业务。到达后，安某入
住北京中路一家酒店。三日后，安某
被发现于酒店房间内死亡。死亡前一
天，为保证在拉萨市区行程期间的身
体健康安全，安某曾因身体不适前往
当地医院进行检查，报告显示，安某
心肺未见明显异常。更早前，安某曾
在内江当地医院进行过多次体检，未
查出特别病症，身体状况较为良好。
家属认为，安某系因高原反应死亡。

2016年1月，安某曾在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
支公司处，投保了一款意外伤害保
险，保险金额为300万元，保险期限至
第二年1月，安某为被保险人。按保险
条款约定，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
遭受意外伤害，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
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
因导致身故，保险公司按保险单所载
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保
险单还在责任免除中约定了13种不
负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情形。

家属认为，安某遭遇高原反应

死亡属于意外死亡，保险公司应支付
300万元身故保险金。但未获支持。

核心焦点
高原反应是否属意外伤害

保险公司拒赔理由认为，保险合同
约定的“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
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使身
体受到伤害，且不包括猝死，而高原反应
并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范围。同
时，保险公司称，安某身亡后，四川华西
法医学鉴定中心曾对其部分器官进行鉴
定，鉴定意见显示安某自身有疾病，因疾
病死亡，家属认为因高原反应身亡没事
实依据。事实上，高原反应是不少游客
前往西藏常有的现象，意外险能否对
高原反应导致的后果负担保险责任
也存在争议。记者查询发现，国内关
于高原反应理赔的诉讼众多，各地法
院在此类案件的判决赔偿上也存在
不一。一个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高原
反应是否属意外伤害。

理赔遭拒后，安某爱人及其儿
子安先生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
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300万元
及延迟给付的利息损失。2017年5月
3日，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立案。

庭审过程中，保险公司认为，高
原反应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
外伤害”，高原反应是高原病的别称
（包括脑水肿、高原肺水肿等），因此
高原反应属于免责的“疾病”范畴。
另外，安某进入高原地区是出于其
自己的意愿，高原环境对安某不是
突然发生，也不是意志之外的因素。

家属则认为，安某因高原反应死
亡属于意外死亡，保险条款约定的责任
免除情形均不符合安某的死亡情形。

法院审理
保险公司两次败诉被判赔90万

经审理，2018年7月，内江市市中
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宣判。一
审法院认为，安某所遭受的伤害系从
低海拔地区进入高海拔地区后，受恶
劣高原环境等外部因素导致，有着客
观事件直接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特征，
符合意外伤害的定义。同时，安某到西
藏后即进行身体检查，但对高原反应
致死的结果不具有预见性，也非本意，
符合突发性条件。对于保险公司所称
高原反应属于免责的“疾病”范畴的说
法。一审法院认为，高原反应也称“高
原病”，“高原病”的发生与发病者身处

高原有着必然联系。安某的死亡符合
高原病与客观条件相关联，不能理解
为保险合同中属于免责的“疾病”范
畴，应当属意外事故。另外，根据司法鉴
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安某生前有隐匿性
冠心病，进入高原后因发生高原反应诱
发急性心律失常死亡，高原反应与安民
的死亡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为诱发
因素，对其死亡的参与度为20%~30%。
一审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按30%的
参与度进行赔付，赔偿金额90万元及相
应延迟支付利息。

对于该判决，双方均提出了上
诉。2018年12月，内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同样判决
保险公司按30%的参与度赔付原告
90万元及相应延迟支付利息。

在安某死亡及高原反应是否属
于意外伤害的争议上，二审法院认
为，对死者而言，其难以预见来到高
原地区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高原
反应符合案涉保险条款中“外来的、
突发的、非本意的”意外伤害要件。
对于保险公司认为高原反应属于疾
病，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说法。法院认
为，高原环境致病这一后果并不意
味着将高原环境给安某带来伤害这
一事件本身排除在意外伤害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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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山

肿瘤标志物，标志有肿瘤？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 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四川省拔尖中医师
微博：四川省中医院血液科刘松山
微信公众号：松山医学在线

2018年4月，魏伟整理了自己
拍摄的资料，总结出《理县高海拔
山峰记录》，列出了理县103座海
拔在5000米以上山峰名录，每一
座山峰都有山名、海拔高度、山名
的来源、神话传说以及每一座山
不止一个角度的“证件照”。

长时间的、不同角度的拍摄，
魏伟拍摄到了许多此前从未查询
到过影像资料的雪山，例如金川县
的最高峰索乌山主峰、茂县最高峰
乌少略，网上流传的这些山峰图片
资料，多是魏伟最先拍摄到。

2018年11月，魏伟将拍摄所
得的资料，整理成《阿坝州高海拔
山峰记录》，其中仅是海拔在5000
米以上的山峰就有200多座，海拔
在4000米以上的山峰更是“数得

脑壳痛”。魏伟说，除了卧龙保护
区的核心区范围因为各种限制条
件，无法进入，所以有几座山自己
没有拍到，全州其他地方的雪山
几乎“尽收囊中”。

从装备上来说，魏伟拍山的
“工具”，只有一辆普通的SUV和一
部普通的单反相机，连登山也不过
是登山杖这样“不专业”的户外装
备。之所以这样热衷，魏伟说，“也
许现在是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但是
对未来是有长远意义的。”魏伟说，
对此，自己有一种作为四川人、同
时也是阿坝州女婿的责任感。

魏伟说，随着与雪山越走越
近，如今自己走在山川之间，更像
是和雪山融为了一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世界第一台单反相机、已绝版的
“成都造”华西牌相机……在成都，有
一家相机博物馆，收藏了相机及其周
边设备上千件，还有暗房、冲印室
……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
者专程来此参观。这家特殊的博物
馆，竟是“大隐隐于市”，就“藏”在青
羊区府南街道石人南路社区的社区
办公楼中。

这家博物馆名叫西部视界相机
博物馆，是由社区与社会组织联合
筹备成立的社区博物馆。去年11月，
这家博物馆被市科技局等部门正式
命名为“成都市科普基地”。昨日，

“西部视界相机博物馆科普基地”揭
牌仪式举行。据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国内仅有上海、杭州有
相机博物馆，而以相机为主题的科
普馆，这里尚属首家。

这里能看到
世界“相机进化史”

来到位于清江东路上的石人南
路社区，能看到这栋社区办公楼，同
时挂着相机博物馆的牌子。走上二
楼，一个开敞的空间充满了科技感、
创意感也充满了年代的味道。这里
就是博物馆的展厅，玻璃橱窗里有
来自国内外各年代的相机展品，有
熟悉的单反机，也有过去的数码相
机、“傻瓜机”……千百个跨越了年
代记录了历史的老镜头，构成一部
世界“相机进化史”。

担任馆长的，是成都市摄影师协
会的会长孙建东。在展厅，他对着玻璃
柜台如数家珍地向参观者们介绍着这
里的相机藏品。

社区里开设的博物馆，怎会有这
么多珍贵的藏品？事实上，相机博物馆
是由石人南路社区和社会组织成都市
摄影师协会共同筹备成立。孙建东告
诉记者，大部分藏品，是协会成员的私
人藏品。

下一步将与院校合作
培训专业讲解员

去年2月，相机博物馆正式开馆，
这正是社区与社会组织深度融入，探
索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一次
创新实践。

博物馆成立仅一年，已有来自上
海、吉林、湖南、浙江等各地的摄影爱
好者和收藏爱好者慕名而来。而这些
八方来客，在惊叹于博物馆的藏品之
丰富和专业的同时，也对博物馆开设
的模式竖起了大拇指。“没想到一个社
区也能够为居民提供这样新奇的服
务，也没想到一座社区里的博物馆，也
可以如此专业、藏品丰富”，来自湖南
的摄影爱好者吴敬在参观了相机博物
馆后如是说。

也正是因为这间相机博物馆，“我
们社区的居民，已有越来越多人成为
相机专家和摄影爱好者”。青羊区府南
街道办石人南路社区党委书记卿燕告
诉记者，依托于相机博物馆和成都摄
影师协会，社区还经常举办摄影比赛、
影展、相机科普等，甚至组建了摄影
队，对社区治理的新模式的探索，还在
继续深入。“下一步，博物馆还将培训
一批专业的讲解员，并与学校合作，培
训学生义务讲解员，让博物馆的科普
服务更加专业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摄影报道

拍出阿坝州最全“雪山家谱”

成都小伙
为雪山“画像”

2010年，魏伟去甘孜州旅游时，
因为堵车，从客运大巴下车的他第
一次见到大渡河边上，蓝天下的一
座雪山，那时他还不认识，那座让他
激动不已的雪山的名字叫做田海
子。而三年后，他的生活中绝大部分
业余时间，都和雪山相关。

魏伟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2013年，魏伟与妻子将生活和工作
重心转移到妻子老家——阿坝州
理县。也正是如此，魏伟开始有更
多机会近距离接触雪山。

2013年的一天，魏伟从理县宝
殿寺下山，途中偶然望见了一座雪
山，“很震撼。”魏伟说，当时感觉这
座雪山跟以前看到的雪山很不一
样，雪很多，也很壮观。回家后，魏伟
搜索这座雪山的信息，但却没有找
到一张影像资料，后来还是在地图

上才搜到这座雪山的名字——阿坝
州第二高峰大黄峰。

正是这一次偶遇，让魏伟有了
系统地拍摄和记录雪山的想法。“每
座雪山都想去看看。”真正开始拍
摄，才知道并不容易，无论是网络还
是书籍，都缺少系统且准确的信息，
不仅没有影像资料，有的甚至连名
字、海拔高度都没有。

魏伟说，当地人总把终年积雪
的雪山叫做“万年雪”，所以很多地
方的雪山都叫“万年雪”。而外地
人，尤其是对雪山感兴趣的人，走
马观花却很难找到适合的观赏或拍
摄点位，因为很难看到，所以雪山
更为神秘。

喜欢地理的魏伟尝试着用地图
软件去搜索，从三维影像上确定、反
复模拟和计算从其他山峰可拍摄到

雪山的位置和方向，计算从山脚到
山顶的距离、步行所需要的时间，收
集研究别人的户外攻略，从“两眼一
抹黑”到随口说出雪山的位置名字，
用了好几年。

“前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
研究攻略。”魏伟说，地图上可以粗
略看到开车能尽可能地接近拍摄
点，但大多数情况下，仍需步行很长
一段距离。有的雪山的名字在地图
上已被标注出来，有的沿用当地人
的称呼，有的雪山名字来源于附近
的山沟沟名，有的能从当地县志中
寻找出来，实在没有名字的，魏伟按
照登山界不成文的规矩，暂时由自
己给他们命名。“比如说，火形峰、火
焰峰，山尖的形状就像是火焰。”魏
伟说，目前，这两座山峰自己还未查
询到任何命名资料。

“因为山就在那里。”英国著名探险家乔治·马洛里的这句话，成为登山界的指引，
激励着无数登山者去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但对36岁的魏伟来说，雪山给他的快乐，
在于去弄清楚人迹罕至处的某一座雪山的名字、海拔高度，或是别人不曾拍摄过的一
个角度，单程徒步五六个小时，只为能够拍摄到一张雪山的“证件照”。

2018年11月，魏伟将拍摄过阿坝州山峰整理成《阿坝州高海拔山峰记录》，仅是
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就有200多座，其中不少山峰此前从未有过影像资料。一面，
魏伟大学学习的日语专业，从事着婚庆工作，另一面，隐藏在“三晋与嘉绒”网名背后，
魏伟是一个对能信手报出绝大部分川西雪山名字海拔、如数家珍的“专家”。

初见大黄峰后“每一座雪山都想去看看”

除了拍雪山，魏伟还热衷于同
一座山从不同角度拍摄，尤其是不
常见的角度。魏伟说，例如阿妣山，
从四姑娘山的双桥沟看过去，是一
座尖尖的山，但在金（川）小（金）路
上望过去，却是一个平的山头，形
态完全不一样。“不熟悉的人可能
会以为是两座山。”

四姑娘山的幺妹峰，普通游客
的视角多是从猫鼻梁观景平台，可
以拍摄到南偏东的坡面，但魏伟却
分别从金川万里城方向拍摄到西
坡、鹧鸪山山顶拍摄到西北坡、夹
金山垭口拍摄到南偏西的角度，可
以说是最完整的雪山“证件照”。

“最高兴的还是一个点位能拍尽可
能多的雪山，一次十几座甚至几十
座。”魏伟说，这是“性价比最高”的
拍摄点位。

高原气候多变，即便是前期做

好攻略，往往并不能如意。有一次，
魏伟和同伴计划壤塘县拍摄一座
山，但到了金川县后查询实时天气
状况不佳，临时改变计划，前往甘
孜州拍摄贡嘎山，拍完后再返回壤
塘，这一天多就开车绕了1000公
里。“还是没等到（好天气）。”更多
的时候，魏伟是独自去拍摄雪山，
早上五六点出发，开车到尽可能开
到的道路终点，然后徒步四五个小
时，抵达拍摄地点，差不多是中午，
最多拍1个小时，就得赶紧下山。魏
伟说，拍摄雪山最佳时间是日出和
日落前后，但自己都赶不上。

危险也曾擦肩而过。一次，魏
伟爬上鹧鸪山山顶，兴奋地大吼了
几声，随即却听见了狼叫，魏伟这才
发现，四五百米外竟然有狼群，约四
五只。万幸，狼群对人也有忌惮，没
攻击过来，魏伟才慢慢地离开了。

往返徒步10小时
只为拍一张雪山“证件照”

整理拍摄的资料
集成最全的“阿坝州雪山家谱”

男子高原反应身亡保险拒赔
保险公司两次败诉，判赔90万

历经一年半的诉讼，安
先生及其母亲于近日等到
了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终审判决。此前，安先生62
岁的父亲安某自内江前往
西藏拉萨出差，三日后被发
现于当地一家酒店身亡。而
家属在随后向保险公司理
赔时遭到拒赔。保险公司认
为，高原反应并不属于保险
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

事实上，高原反应是不
少游客前往西藏常有的现
象，意外险能否对高原反应
导致的后果负担保险责任
也一直存在着争议。该案经
内江市区两级法院审理，结
合死者前往西藏前后自身
状况及与高原反应之间的
因果关系，法院最终判决保
险公司以30%的参与度赔
偿90万元。

上千古董相机
“藏”在这家
社区博物馆里

昨日,该博物馆揭牌成为成都
首家以相机为主题的科普基地

魏伟和自己的作品合影 摄影记者 张直

从左至右依次为，魏伟拍摄的黑水县羊拱山脉主峰康错峰、理县夹壁乡猛古雪山主峰
受访者供图

该博物馆展览的相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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