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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5

检查单被忽视
半颗花生险些要了娃的命
医生提醒：请务必认真对待每一张检查单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去年，消费者哪类投诉最多？哪些
行业被投诉的“坑”最多？昨日，成都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发 布 的“2018 年
12315消费维权投诉情况”显示，去年
全市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共受理消费
者投诉114690件，全年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7598.14万元，消费回访满意
率达到96.69%。

梳理去年消费者投诉的数据显
示，2018 年全市 12315 共受理商品类
投诉 54294 件，排名前五的是交通工
具7223件、服装鞋帽6072件、家居用
品4622件、通讯产品3717件、家用电
器 3343 件；共受理服务类投诉 60396
件，排名前五的是餐饮住宿服务6735
件、网购服务 6008 件、美容美发服务
3861 件、文化娱乐服务 3549 件、房屋
装修服务3136件。

由此可以看出，商品服务质量、售
后服务、合同纠纷、广告宣传等消费者
投诉较多的问题在总投诉中所占比
重，同比去年都有所下降。同时，网购
服务投诉量呈上升趋势，美容美发服
务、文化娱乐服务等成为投诉热点。

变化//
文化娱乐服务
成新投诉热点

伴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
高，文化娱乐服务成为了新的投诉热
点。“去年共受理相关方面的投诉
3549 件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上 升
90.6%”，相关负责人介绍，消费者投诉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消费者办
理的预付卡不能正常使用；二是少数
儿童游乐场、健身房设施维护不到位，
导致消费者受伤；三是通过网络、现场
购买的优惠券由于商家设置某些限制
性条款，导致优惠券无法正常使用。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办理
预付卡时，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和
经济状况、消费水平，不要被一些优惠
所“迷惑”办理金额较大的预付卡。

交通工具类投诉为7223件，在商
品类投诉中占比最大，达 13.3%。“早
在2013年10月1日，我国就正式施行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
规定》，如果遇到相关汽车三包问题，
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
诉。”相关负责人表示。

提醒//
美容美发需谨慎
书面合同可维权

美容美发服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
的热点。该负责人介绍，“去年 12315
共受理有关投诉3861件，主要包括美
容美发的质量问题，比如达不到消费
者的要求、使用的药水对皮肤造成伤
害等；某些经营者向消费者出售的预
付卡不能正常使用，少数美容美发经
营者存在强制消费的情况。”

彭州的陈女士于2018年3月与某
美容机构签约祛斑，3个月后无效果，
又听从美容师的建议，采用另一种所
谓“效果更好”的祛斑技术进行美容，
没想到6天后，祛斑不成反“增斑”，陈
女士面部大面积掉皮、颜色加深，还长
出了新斑，后经医院确诊为“因使用化
妆品引起的不良反应”。双方多次协商
无果，陈女士就投诉到彭州市市场监
管局。经过执法人员五次耐心细致的
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美容院退还
陈女士美容款7000元，并赔偿陈女士
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共计
30000元。该负责人特别强调，不要轻
信商家口头承诺，要和商家签订详细
的合同书，尽量把美容美发的最终效
果、所需时间等重要信息以书面的形
式确定下来，以便在以后产生纠纷时，
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维权。

随着网络购物消费市场的活跃，网
购服务投诉持续上升。2018年，全市受
理网购服务投诉共6008件，与去年同
期相比上升38.18%。据介绍，消费者反
映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方面：一是虚假宣
传，比如广告中使用绝对化用语，货不
对板等；二是网购商品本身的质量存在
问题；三是发货不及时；四是网购平台
的第三方商家不履行三包义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最强孕妈”：
怀孕8个月高龄孕妇
每天健身一个半小时

史密斯深蹲、坐姿推胸、哑铃健
身……除了游泳及孕妇瑜伽的常规
锻炼，成都孕妈夏媛媛也爱健身房
里摆放的各类厚重器械。虽然怀孕
已32周，但媛媛真的没有顾忌那么
多，她有足够的自信——孕前已健
身两年，孕后在教练指导下，循序渐
进地完成了一系列的锻炼。虽然时
间和重量级别远不及孕前，但她基
本上保持着每天去健身房锻炼一个
半小时的习惯，同时和医生、教练进
行着积极沟通。

更让人意外的是，媛媛1982年出
生，算得上高龄产妇，而且这是她的
第一胎。怀孕期间，除了刚开始身体
的不适应外，基本上没有腰酸背痛、
便秘、失眠等不良反应。媛媛认为，这
和她长期坚持运动是密不可分的。

孕妈的决心：
如果条件允许
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13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在健身房找到了媛媛。扎着马
尾，穿着宽松白色T恤、黑色运动裤，
在金属质地的健身房内，她的存在十
分显眼。媛媛带记者走向她常用的史
密斯机，和一般的孕妇不一样，她的
背影显得苗条，步伐也很矫健，若不
是从正面看到那高高隆起的腹部，还
以为是普通的女顾客。

“练器械，孕妇只能练用除腹部
之外部位发力的那些。”媛媛提高了
声音告诉记者，“健身房有几十种器
械，我现在估计只能用其中一半。”
头几个月是怀胎的危险过渡期，4个
月后媛媛才在医生许可下回归了健
身房。锻炼的方式也很不同，简单来
说，就是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先是游
泳，半个月后加入孕妇瑜伽，1个月

后再加入初级健身操及适当的力量
训练，开始着重锻炼盆底肌、腿部、
臀部等部位。

“如果条件允许，我打算坚持到
最后一刻。”媛媛说，她是从事建筑
设计的，但健身经验很丰富。她一边
介绍健身房的器械，一边给记者讲
解每一种器械每一种姿势的发力部
位，看起来精神状态很不错。

医生的建议：
孕妇健身要循序渐进
千万不要用腹部发力

媛媛平时还玩抖音，她曾经发
布了一些自己孕期锻炼的视频，评
论褒贬不一，但媛媛的态度很坚定。
为此，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找
到了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健康教育
科孕妇体操教练胡丹，请她为我们
作一个专业解答。

了解了媛媛的基本情况后，胡
丹告诉记者，像媛媛这样有两年孕
前健身习惯的人，从她的经验来说，
采取游泳及孕妇瑜伽的锻炼方式是
非常恰当的。怀孕3个月以后，这样
的锻炼对保持体形及产后恢复都更
好，同时对生产也有好处。

“孕后5个月，媛媛在专业人士
的指导下进行器械锻炼，避开腹部
运动锻炼身体其他部位，我认为也
是很恰当的。”胡丹说，训练盆底肌
可以帮助生产，可以促进产后的恢
复；髋部、手臂、臀部、腿部等的训
练，对分娩也很有用。孕妇分娩需要
用到身体多个部位的力量，所以很
多妈妈产后都反映，生娃娃感觉比
跑一千米还累，就是这个道理。

胡丹特别指出，孕妇在进行器械
训练时，千万不要用腹部发力，此外

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动作做像
了，但实际上发力的部位没到位。孕
妇在进行这方面训练时，一定不能通
过模仿来做运动，而是要在专业教练
的指导下，学会正确的发力方式。“比
如我们医院给孕妇做产后恢复的训
练时，就有妈妈做腹部运动时跟我说
自己的腹部不疼，但脖子疼。这就是
非常典型的发力错误。长此以往，她
的脖子会受伤，而腹部却得不到锻
炼，这种情况称作‘代偿’。”

一般孕妇的常规运动：
快步走

从游泳到孕妇瑜伽，在胎儿稳
定后再加入适量的力量训练，胡丹
告诉记者，身为孕妈，媛媛应该做了
很好的健身计划。那么，一般孕妇可
以做哪些有效的常规运动呢？胡丹
为孕妈们推荐了一种最便捷的方法
——快步走。

胡丹首先指出，散步的形式并
不能起到运动效果，它实际上只是
消耗了一点点的热量而已。正确的
快步走运动应该这样：步子迈大，双
臂尽量摆动起来，走的时候大腿、小
腿、臀部会有紧绷感、酸痛感。大概
走半个小时，走完摸脉搏，假如你的
基础心律是60次，走完增加基础心
律的一半达到90次，就算达到了中
等运动强度的水平；假如你的基础
心律是70次，走完后需要达到105
次，才算运动有效果了。

胡丹还教了记者一个更直观的
判断方式，就是走完你可以说话，但
无法唱歌，感觉接不上气，基本上也
达到了一定的运动强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摄影记者 张直

祛斑不成反“增斑”
彭州消费者
获赔3万元

怀孕8个月 玩转健身房
医生建议：专业指导加循序渐进，孕妇适当的力量训练有好处

夜班电话
没做检查的那个娃娃回来了

3月13日晚上10点多，忙碌了
一天的徐幼医生正在家里的电脑前
熬夜做资料，案头摆放着几天后世
界睡眠日的活动方案。天不怕，地不
怕，就怕半夜班医院打电话，偏偏这
时候，电话打破了深夜安宁。

“徐主任，来了个气管异物，有
15天多了，现在喉喘鸣很重。”

“为什么现在才来？”
“上周就来过。”
“当时为什么没收！？”
“我喊家长做CT，结果他们拿

着检查单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原来，急诊科来了个呼吸困难的

娃娃。医生赶紧问询和检查，发现异
物误吸入气管长达两周，异物位于气
管隆突处，将左右支气管开口阻塞，
且食道扩张压迫气管，气管粘膜严重
充血肿胀，加之异物巨大，增加了手
术的难度和风险。年轻的值班医生知
道病情的危险，不敢贸然动刀。

多年积累的医学知识，此刻泛
上徐幼的心头。以往如此自然运转
的呼吸，在这个 1 岁患儿身上正变
得无比艰难。他一定在汇集精力，调
动着全身还不够发达的肌肉，努力
呼吸、用力呼吸。如果呼吸困难加
重，氧分子无法抵达血液循环，脑细
胞会在焦急地等待中枯萎凋零，接
着全身细胞开始无氧酵解，成为植

物人或者直至生命消耗殆尽。
稚嫩又急促的喉喘鸣，在医院

通道里回荡，病情在继续加重。
“必须尽快把异物取出，娃娃才

会安全。”病情就是命令，徐幼强打起
精神，连夜赶往医院：“马上通知麻醉
科、手术室接病人，我现在就过来！”

危险重重
1个小时手术历经3次险情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放射
科的阅片室内，看着 CT 照片上的
异物影，徐幼知道，这个娃娃九死一
生。手术室内，麻醉师和助手们正等
着她的一声令下。

娃娃躺在手术台上，如鱼在岸。
这个挣扎的小生命，正告诉注视着
他的医生们，他还小，生命才刚刚开
始，他不甘死亡。

“如果这个娃娃死在手术台上，
你接不接受？如果成为植物人或者
无法取出异物推回ICU，你接不接
受？”手术的风险，徐幼必须告诉家
长。这个艰难的决定，没有家长敢轻
易做出，“不接受。”

但如果没有病人或家属给的信
任、理解、支持，医生也难有冒险的
勇气。“你要相信，我们只会把他往
生的方向拉，这需要我们来共同面
对死神。”徐幼再次和家长沟通。看
着娃娃难受了这么久，越来越严重，
家长终于下定决心，立刻做手术。

当晚约11点半过，一声令下传
达到手术室内待命的医生们，徐幼
操起手术刀上阵。

因为气管粘膜严重充血肿胀，
且食道扩张压迫气管，导致取出异
物的内外环境都异常恶劣。手术钳
置入娃娃的气管内，但由于异物较
大，钳子无法轻易夹住异物，第一
次，只向外移动了一点点便脱落。此
时，麻醉师发出警报：“心率下降至
20次/分，血氧饱和度降至7%。”徐
幼只好取出手术钳，暂停手术，让麻
醉师创造第二次机会，重新插上气
管，调整娃娃的生命体征。

“就像打仗一样，第一次冲锋失
败，就有第二次冲锋。”徐幼说。

第二次，又移动了一点点，麻醉
师的警报又来了，上一轮的动作被
重复了一遍，但医生们没有泄气。第
三次，异物好不容易被拉到了声门
口，麻醉师却再次发出警报：“主任，
不能再取了，孩子危险了……”

此时，徐幼的后背冒出冷汗：
“一个娃娃反复出现这种状况就很
危险，我也差点放弃不做了，想把孩
子推回重症监护室再等机会。”

不过徐幼又想，异物堵在气管
里，娃娃也很危险，于是下定决心再
做最后一次。

第四次，手术钳稳稳地夹住异
物，通过了必经最为狭窄的声门
——误入患儿气管两周的异物终于
取出来了，娃娃也获得了重生。无影

灯的照耀下，医生们看见了钳子上
的异物——半颗花生米，长宽只有
6.72mm、3.73mm。但通常孩子们使
用的气道插管也只有3.5mm。“好大
的异物啊，差点要了孩子的命……”

医生提醒：
务必认真对待每一张检查单

一天过去，ICU内娃娃的情况
已经趋于稳定，他的婆婆留在医院
里守候。

这位老人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大概两周前，娃娃吃花生
米呛了一下，吐出半颗，却没想到另
外半颗留在了气管里。为什么拿着
体检单却离开了医院？老人也很后
悔，说家里人没见过世面也不懂，想
等娃娃睡一觉再检查。另外以为娃
娃得的病是肺炎，于是带着去了另
一家医院输液。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耳鼻
喉科主任医师徐幼提醒市民：请照
顾好孩子，不要发生异物误吸。如果
不幸发生，到医院务必认真对待医
生开出的每一张检查单，充分尊重
医嘱，配合医疗，别让你的孩子在危
险之中再添危险。

徐幼告诉记者，一次手术只能
救一个孩子，但一本书、一次讲座、
一个案例的传播，可以让千千万万
的孩子受益。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拓 摄影记者 陶轲

深夜，远处居民楼
的灯光一盏盏熄灭，医
院也没了白天匆匆的
行人，唯有手术室灯火
通明。此刻，稚嫩又急
促的喉喘鸣，在忙碌的
值班医生们耳边回荡。

“如果这个娃娃
死在手术台上，你接
不接受？”

手术室外，一切凝
固。家长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眼里含着泪
水，话语哽咽。这个艰
难的决定，谁也无法轻
易做出。

手术室内，1岁患
儿躺在手术台上，奄奄
一息。他将全身还不够
发达的肌肉几乎全员
调动起来，努力呼吸、
用力呼吸。以往如此自
然的动作，此刻变得无
比艰难而费力。

患儿的敌人，仅仅
是卡在气管里那半颗
指尖大的花生米。

步步
惊心

怀孕8个月，最爱
的是“撸铁”。在成都
凯德天府五楼的健身
房里，媛媛是大家眼
里的“最强孕妈”。

有健身习惯的她，
从孕后4个月开始，根
据教练和医生的指导，
完成了一系列循序渐
进的锻炼，金属器械的
力量训练不在话下。与
孕前不同，媛媛锻炼的
时间、强度大大降低，
用腹部发力的训练也
全部暂停了。

四川省妇女儿童
医院健康教育科的专
业医生认为，媛媛在专
业人士指导下，避开腹
部运动量力而行地锻
炼，是十分恰当的。

最强
孕妈

夏媛媛在进行跑步机坡度走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徐幼在分析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