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秋今年27岁，身高1.7米左右，
身材修长，面容姣好。2015年左右，小
秋开始接触平面模特这一行业，在公
司的安排下，小秋为一些服饰类的淘
宝店铺拍摄模特照片，也接一些现场
展示或是形象代言的活儿。去年底，直
播网红兴起，小秋也在某平台上注册
了直播账号，播过两次，“效果很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做模特的
形象要求不低，小秋一直觉得自己的
鼻头有些塌，内双眼皮也不够好看。曾
在美莱医学美容医院打过玻尿酸的小
秋，看到工作人员推荐的效果图后很
心动，决定隆鼻、做双眼皮、自体脂肪
填充面部。因为钱不够，小秋原本打算
先做一项，但工作人员劝说一次做完
恢复期短，医院有贷款公司可以贷款，
第一个月还免息。于是，缴了1万元现
金，小秋又在医院里签了4万元的贷
款合同，分12个月偿还。

去年12月28日，小秋接受了第
一次手术，分别是取双侧耳软骨隆
鼻和自体脂肪填充面部。2月15日，
又做了双眼皮手术。“第一次眼睛发
炎，就没做成。”小秋说。在小秋的门
诊病例上，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小秋
接受了一系列的综合手术：假体隆
鼻术、自体耳软骨移植术、自体筋膜

移植、鼻尖成形术、鼻中隔延长术、
鼻小柱延长、鼻小柱下推、鼻尖抬高
术、自体脂肪填充全面部和第二次
的重睑术、内外眦开大手术。

术后恢复期，小秋发现自己鼻
子有些不对，鼻中隔明显倾斜，脸上
也一边高一边低，出现了塌陷。小秋
多次找到医院，但工作人员都回答
说正常，消肿就好了。但4个月过去
了，情况仍然没有好转。

4月底，在工作人员的推荐下，
小秋又贷了1万元用于购买玻尿酸
填充面部，塌陷的情况改善了，但

“按上去就跟石头一样硬。”不仅如
此，小秋还发现，取了软骨后耳廓后
方长约3厘米的明显伤口让自己不
敢扳动耳朵，整个耳朵更是贴紧了
面部，从正面看，竟然看不到耳朵。

更让小秋感到惶恐的是，最近
几天，只要自己一激动，就会鼻子出
血、头晕，“你看，鼻子这边是空的，
另一边是凸出来的。”最近一段时
间，小秋躲在朋友家，不敢让家人知
道。但另一方面，小秋每个月需要偿
还约4000元的贷款，手术后就没能
工作的小秋没有收入，实在无法偿
还。“以前每个月最少也有七八千
元。”现在，小秋只得向朋友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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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生活本该是享受的，可缺牙令
人恼火——这是缺牙人共同的心声！假
牙容易磨痛嘴巴，发臭，嚼不烂饭菜，容
易掉——这是戴假牙者共同的尴尬。
省更多 结婚年数当现金花

针对中老年人缺牙的烦恼，5 月
13日，本报四川名医健康热线携手爱
心单位举办一场种植牙专场活动：到
现场，可观看名医亲手操作的种植牙
手术直播，领取鲜花；可抽取免费、半
价种植牙，500 元种牙券；带上结婚
证，结婚年数可当钱花，如结婚20-29

年可当 200 元现金花，结婚 50-59 年
可当 500 元现金花，以此类推；有缺
牙、牙松动，假牙不适，牙修复失败者
均可拨打本报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报名参与。
市民好评 省钱又省心的种牙方式

其实缺牙颗数少，可缺哪颗种哪
颗，不伤邻牙。缺牙半口全口的，也有经
济实惠的方式可选择，即种植2颗恢复
半口，种植4颗恢复全口缺牙，创伤小、
恢复时间短，还能节省一大笔费用。

种 植 牙 以 其 一 次 种 植 终 生 质

保，使用期 40 年以上等优势，成为缺
牙者的优先选择！因其形态如真牙，
舒适美观，稳固，咀嚼有力，获得越
来越多的人青睐，打电话咨询的人
也越来越多。
电话预约 免费拍片检查

近期，缺牙半口全口可采用经济实
惠的方式修复，受到市民广泛关注，四
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持续火
爆。针对本报读者，可免费拍片检查。

中国有句古话“百善孝为先”，孝敬
父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在母亲节来临
之际，四川名医健康热线特邀下肢静脉
曲张专家在线解答“如何判断及治疗下
肢静脉曲张”，市民可拨028-69982575
免费咨询，另外可领取母亲节静脉曲张
体检套餐（血常规、尿常规、随机血糖、
心电图、深静脉通畅实验、下肢血管彩
超）优惠劵一张，限量40名！

父母为我们倾其所有，你可曾关
注过他们的健康？你是否留意到父母
双腿踉跄，行走不便？你是否注意到他

们小腿出现“蚯蚓状”？你是否感知到
他们腿部酸胀、嗜睡、四肢乏力等症
状，此时请提高警惕，以上症状都很有
可能是下肢静脉曲张，应该及时前往
血管病医院进行检查。

下肢静脉曲张随着日常生活水平的
提高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中50岁以上
老年人发病率最高，这是因为老年人肌
肉松弛张力减弱导致下肢腔内静脉回血
不畅，从而出现皮肤瘙痒、静脉迂曲（蚯
蚓状）、肿胀麻木、皮肤青黑等症状，严重
时腿部溃烂难以愈合、甚至截肢。中老

年、久站、久坐、肥胖、孕妇等都是下肢静
脉曲张的高发人群，很多人认为静脉曲
张只是影响美观，并未对生活造成影响，
殊不知，如果静脉曲张没有得到重视和
控制，会出现很多相关并发症，曲张血管
内瘀滞的血液还可能会形成血栓，形成
静脉炎，甚至会导致下肢深静脉血栓，血
栓流入脑部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目
前专家免费咨询热线已开通，市民可拨
028-69982575进行咨询。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提醒：
缺牙很恼火？周六种植牙专场特惠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提醒：
母亲节：关注父母腿部健康 提早预防静脉曲张

昨日上午，西南交大一墙之隔的
九里堤北路1 号的违法建设被拆除。
这是今年成都市规划局开展“整治高
校周边违法建设”以来拆除的第一处
违法建设。

该违法建设占地4000㎡，用于设置
农贸市场，市场环境脏、乱、差，每到夏
天蚊蝇乱飞，脏水横流，严重影响西南
交大及周边群众生活质量。昨日早上，
在数台机械和多名工人配合下，对该违
法建设进行拆除，一阵剧烈的破拆后，
违法建设屋顶木板、砖块散落一地。

今年 4 月，成都市召开部省属在
蓉高校代表座谈会，部分专家学者围
绕“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国家中心城市”这一主题，提出整治高
校周边及屋顶私搭乱建正是其中措施
之一。据了解，在今天拆除违法建设原
址基础上，将由成都市商务投集团公
司按标准和规范修建益民菜市。

另据了解，成华区龙潭街办龙翔
苑一期及二期小区楼顶的 25 处违法
建设已于近日全部拆除，面积共约为
1400 平方米。经前期调查核实，该小
区楼顶搭建均为业主擅自搭建，属违
法建设，主要用于出租或自用，占用了
两个小区的消防逃生平台，存在较大
的安全隐患，老百姓反映强烈。

“违法建设不仅影响城市的生态
建设，严重破坏城市规划，也同时影响
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且存在消防、安
全等重大安全隐患。”市规划局介绍，
该局将继续加大对重要城市道路两侧
建筑楼顶违法建设、重要公共区域内
违法建设的整治工作，守护城市生态。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5月5日，西华师范大学师生们喜
迎“花菜节”的到来。原来，为感谢学校
在阆中市西山乡岳林垭村举行的精准
扶贫活动，村子特意在丰收时节，亲自
采摘并用卡车运送了2万多斤花菜给
全校师生们享用。

岳林垭村，位于阆中市东北部，距
城区60公里。2015年，岳林垭村尚属
精准扶贫的重点村，2016年底成功通
过考核，正式全面脱贫！一年多前，西
华师范大学对该村进行了教育投入、
技术指导及资金投入。村民认为，他们
回馈的2万多斤花菜只是“涌泉之恩，
滴水以报”。岳林垭驻村工作组成员冯
榛，此前是该校学工部学生管理科的
工作人员：“在友好单位的支持下，大
家筹集了410万在村里建设了一座小
微园区，里面就种植了很多花菜。”今
年4月，是园区花菜大丰收的时节，村
民们一起摘下了 2 万余斤的新鲜花
菜，5月5日大清早始发前往学校，准
备为在校师生加几顿餐。

当日上午，大卡车开进校园，满载
的花菜引得学生们驻足围观。后勤工
作人员却犯了愁：如何合理有效分配
这些新鲜的花菜？最终，后勤处和校扶
贫办研究决定将这些新鲜的花菜让全
校师生共享，并提前在学校网站和后
勤信息服务平台发出了通知。

5日上午，西华师大华凤校区，学
校组织为教师免费发放花菜，一人两
颗，凭餐卡即可领取。排队、登记、装菜
……上午11点多，一部分花菜被分配
完毕，一些老师在微信朋友圈、QQ群
等网络平台晒出了自己分享花菜的照
片。当日下午，食堂师傅们提前上班，
将剩余1万余斤花菜仔细加工，择菜、
清洗、切块……制成各式美味的菜肴，
并在6日和7日中餐和晚餐时间，在全
校6个学生食堂开设的2个专门窗口，
向同学们免费供应美味的花菜。红烧
花菜、炝炒花菜、凉拌花菜等等各式花
样菜肴呈现在学生们面前。

此事一出，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
们广泛关注，大家围绕“别人家的大
学”展开了热烈讨论。网友@知乎王路
飞：“我是这学校的学生，他们送来的
菜非常好，纯天然，无公害。”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她教他100多种绣法
他教她量体手艺

5月7日，人民南路一服装研究
工作室，一台缝纫机飞速旋转，莫莫
左手扶一块布快速移动，两个小时
后，一个泰国风情的娃娃出炉，站一
边的张晨看了看,觉得有趣。“这个娃
娃不错，下节课你教教我。”

下节课的上课内容就这样确
定了。莫莫和张晨两人都从事服装
工作，不同的是，莫莫是成衣方向，
张晨是礼服方向。两年前，偶尔一
次机会，莫莫到张晨的工作室玩，
看到她在珠绣，纤细手指灵活翻
转，一朵花朵在手中绽放。

“被她的珠绣功夫折服，我说
你教我吧。”莫莫说，张晨一口答
应。事实上，莫莫也学过珠绣，技术
与张晨相比差不少，“绣直线，我绣
的是笔直的线，张晨可能就是弯
的，这个跟手法有很大关系。”

反过来，莫莫的量体手艺让张
晨叹服。量体是服装行业最难的手
艺之一。因为手松紧程度不一样，
量的尺寸可能有偏差，尺寸不合适
导致退货时有发生。为破解这个问
题，张晨前后跑过 4 个服装厂跟量
体师傅咨询，对方一般不会拒绝但
教得很水。“这个是看家本领，谁会
认真教你？”张晨说。

没有学习计划，技能交换就开
始了，地点在张晨的服装工作室。
两人有空时，电话一约来工作室。

第一次交换，整整上了三个小
时。莫莫说，上第一节课“学了一些
东西”，人有些开窍了。张晨也觉得
有些瓶颈得到了突破。“很多问题
钻研不明白，只要有人稍微提点，
就明白了。”

自此，只要有空，两人在工作
室见面交流。上个月，双方结束了
长达两年的课程，这两年，张晨倾
其所有把珠绣100多种绣法教给了
莫莫，莫莫也毫无保留的教张晨。

技能交换小组2万多人
成功者寥寥无几

技能交换这个话题，在豆瓣小
组长盛不衰，成都技能交换小组达
到21493人，每天发帖寻求技能交换
的络绎不绝，这个话题热度不减，但
能够成功交换的人凤毛麟角。

受张晨和莫莫交换启发，2 月
21日，服装工作室员工刘丹丹专门
成立了一个群用于技能交换，目前
群成员已达到 47 人。“我自己也想
和人交换一下技能，我会珠绣，想
学习文言文。”刘丹丹说，她组织过
两次线下活动，试图集思广益制定
技能交换的规则，但两次过后，大
家聚在一起只是玩三国杀。

今年 2 月，网友“胡萝卜小姐”
成立了一个“最爱陌生人”的群，搭
建起技能交换平台，目前群成员达
到 140 多人。刘文博（化名）是最早
加入这个群的网友之一。“我自己
是奔着交朋友去，但技能肯定有
的。”刘文博说，他来自江西，自小
学习书法，他观察在群一个月发
现，群里组织的两次活动都是吃火
锅和唱 KTV，所谓的技能交换不
过是进行了才艺展示，拍了照。“我
看了一下他们写的字，跟我初中水
平差不多。”三个月后，刘文博退了
群。“如果要学习技能，我会专门找
培训班或者一个专门群去学习，而
不是再进这种群。”

有多年互联网用户研究经验
的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杨铮
认为，社交技能交换的社交属性大
于学习属性，造成多年来热度不
减。“这本质上是一种以学习为借
口或者噱头的交友，”杨峥说，技能
交换要实现，首先要进行技能需
求匹配，这就需要大量数据匹配，
即便需求匹配成功，还要考虑到
场地、技能水平和时间等因素。何
况，学习以约束为前提，需要在安
静枯燥环境中完成，社交刚好是
轻松愉快的场合进行，导致技能
交换无法完成。“这要成功，简直比
谈恋爱还难。”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你教我珠绣
我教你缝衣

别误会别误会，，他们在交换技能他们在交换技能
社会技能交换风靡成都，多达2万余人
但成功者凤毛麟角，“比谈恋爱还难”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刑连
超认为，这类纠纷应该定性为医疗美
容服务合同的纠纷，医疗方面的整形
美容，与纯粹的医疗有所区别，但一般
是参照医疗标准进行，有对医疗事故
的处理办法。首先，需要审核医院是否
具备医疗整容资质；其次，医院的医疗
行为是否存在事故或者过错，这需要
向当地卫生局或者医疗事故鉴定机构
申请鉴定，如果是，则可以要求适当的
民事赔偿。

但医疗事故的民事赔偿，除必须
是医疗事故外，还必须要有损害后果，
例如构成伤残，而整形美容失败在法
律意义上不构成伤残，因此很难寻求
赔偿。对于整形美容，消费者需要充分
地思考和了解，接受这种风险。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陈小
虎认为，当事人的诉求是合理的，可以
从医疗美容服务合同约定这一方面提
出诉讼，例如医院在宣传中所出示的
效果图，承诺达到什么效果，这视为合
同约定的部分，医院需要对其所宣传
内容负责。在这一纠纷中，当事人认为
医院没有没有履行其合同约定，即视
为违约。至于审美方面，医院不应该从
医学专业角度，而是应该按照普通人
的审美观点来比照。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王效

两年前，25岁的莫莫和张晨（化名）（上图）开始技能交换，
张晨教莫莫珠绣，莫莫教张晨缝纫、制版、量体。

社会技能交换风靡成都，这个话题在豆瓣小组多年长盛不
衰，成都技能交换的网友多达2万余人。

不料鼻子
整歪了？

小秋想尽快做修复，但她不
再相信医院医生的技术，提出了
要求从外院请专家，并未与医院
达成协商。

“对于整容结果，她说是失
败，我们肯定不会承认是失败。”
美莱医学美容医院医务部负责
协调医疗纠纷的工作人员秦女
士回复称，审美标准有所不同，
比如一个医生觉得这个审美是
最好的，但另外的医生可能就觉
得宽了或是窄了。有瑕疵也好，
不满意也好，还可以进行调整。

秦女士认为，手术失败与
否，需要经过第三方机构鉴定或
者司法程序。“要严格地评判，比
如说脂肪填充，我现在看不出来
瑕疵，眼睛也没有什么。你要说
鼻子，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她
现在这样子（平视）看不到啥子，
仰起确实是有一点点（斜），我很
客观地说。”秦女士说，“我们都

是严格按照医疗程序做事的。”
秦女士说，“我们是有资质的正
规医院，没有违反操作规定，是
在法律保护下进行的执业。”

“现在我们给出的方案就是
可以免费给她修复，如果她对我
们院方不信任，也可以请韩国或
者其他专家来为她做。”秦女士如
此表示，但被小秋当场打断：“你
跟我不是这样说的。”“我还没给
你说这些。”秦女士回复。对于小
秋签订的贷款合同，秦女士表示，
虽然合同是在医院签的，但这是
与贷款公司签订的，与医院无关，

“是贷款公司用了医院的平台。”
5 日下午，已经“拉锯”了数

天，在对方工作人员多次说开会、
在外地，或是直言“没有问题，很
美很好”之后，小秋和院方的协商
终于有了进步：到成都市科学技
术协会成都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
定办公室递交鉴定申请。

“最近有粉丝喊我上线，我都不敢。”5月5日，小秋（化名）
和表姐一天都奔波在与美莱医学美容医院、青羊区卫计局、医
疗事故鉴定办公室，烦躁得一整天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最近
这段时间她都躲在朋友家，不敢见家人。

烦恼来自4个多月前接受的一系列整容手术，做平面模特
的小秋想要变得“像效果图上那样漂亮”，也有利于自己以后的
工作。谁料，术后四个月，自己鼻子歪了、频繁出血，面部僵硬，
不能再接工作，还背上了数万元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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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5万做整容
不料鼻子歪了 面部塌陷

律师观点
医疗美容服务合同纠纷
多不构成医疗事故或伤残

1

2 院方：
如不信任医院，可请外援专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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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家的大学：
2万多斤花菜免费吃

4个多月前接受的一系列整容手术，让小秋很苦恼

从下往上看，小秋的鼻子向一方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