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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30岁以上的
妇女约20%有子宫肌
瘤，即每五个女性中
就有一个中招。那么
子宫肌瘤是什么？严
重吗？

今天四川名医邀请到成都市妇女儿童
中心医院妇科主任医师王薇为大家解答疑
惑。如果您对高危妊娠、妇科肿瘤及微创手
术、内分泌疾病、电子阴道镜、宫腔镜检查、
HPV感染以及HPV疫苗有任何咨询或疑惑，
都可在今日15：50~16：30内拨打四川名医健
康热线60160000，王薇将会为您在线解答。

名医热线还将提供医院挂号，荐医，病
症咨询等相关医疗服务，若有需要也可拨打
名医热线60160000。

王薇介绍，子宫肌瘤是子宫平滑肌组织
增生而形成的良性肿瘤，是女性最常见的良
性肿瘤。常见于30~50岁的妇女，20岁以下少
见。子宫肌瘤多为良性，恶变为恶性肿瘤的发
生率一般认为<0.50%（0.13%～2.02%）。

除了名医热线，四川名医也邀请到胃肠
科主任医师邹天森坐镇今天的“名医微坐
诊”，在线为患者答疑解惑。

想知道更多服务信息吗？赶紧关注“成
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
单栏目条的

“ 今 日 服
务”，根据提
示进入相应
板块，即可
直通名医服
务。
（石雪梅）

为实现“老有齿依，老有口福”的目标，帮助
更多市民恢复牙齿咀嚼功能，由爱心单位协办的

“活动假牙换种植牙”，“免费送种植牙”已全面启
动。请市民拨打本报健康热线028-69982575预
约报名。具体内容如下：

1、申请人群：单颗/多颗缺牙、半口/全口缺
牙、牙齿松动、假牙不适、烤瓷牙失败等读者。

2、假牙换种植牙：从性价比来说，医生
建议缺牙市民可将活动假牙换做种植牙。本
月限量200名，换完即止。

3、免费种植牙周六发放：
1）进口种植牙免费赠送3颗。
2）进口种植牙包干价：含进口牙根、基

台、牙冠在内（不同品牌价格不等）。
3）种牙免手术费、免费术前洁牙、术后

终生养护。
4、母亲节特惠：
1）母亲节专属520元、300元、200元现金

红包限量领取；到店即可领取鲜花。
2）免费拍片检查、口内常规检查7项全免。
5、注意事项：请先拨打电话028-69982575

预约报名，登记有效，名额有限。
假牙为什么要换种植牙？
戴假牙的市民是否有这样的烦恼？假牙

藏污纳垢，咀嚼无力，吃饭不香，还需定时更
换。目前，随着医疗技术进步，种植牙这种缺
牙修复技术，让缺牙人不再烦恼。种植牙还
原真牙功能，维护好可终身使用，性价比高，
众多市民选择它。

报名预约电话：028-69982575。

甲状腺癌已经跃居女性癌症第四位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明显增多，据中华

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进行的社区居民甲状
腺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计，我国有超过
2亿甲状腺疾病患者，其中女性患者是男性
的4倍。此外，2018年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统计
数据，在全国女性发病率前5位的癌症中，甲
状腺癌已经位居第四位，超过了女性常见的
宫颈癌、子宫癌、卵巢癌。
甲状腺出问题对女性的危害，你知道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
胡龙体表示，特别是妊娠期妇女，如果甲状
腺功能异常，可能会造成妊娠期内胎儿的流
产、早产、宫内发育迟缓等不良妊娠，甚至影
响后代的智力发育，因此怀孕前、妊娠早期
甲状腺功能筛查很重要。中青年女性、老年
女性，也建议至少每一年进行一次甲状腺彩
超和甲状腺功能检查，及早发现及时治疗。
报名领取福利！！30元彩超体检、专家讲
座、会诊

本周末（5月12日~13日），女性甲状腺内
分泌、甲状腺结节及甲状腺癌专场健康讲座
来了！女性任何甲状腺问题都可到场咨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胡龙
体、四川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建
超等省内多位三甲医院医生联合会诊，会诊
期间女性患者预约可享免挂号费、甲状腺彩
超30元、甲功三项69元、甲功五项159元、甲
功七项239元等优惠，详情可拨打四川名医
健康热线028-69982575咨询了解。

关于“假牙可换种植牙”
的通知

为什么甲状腺结节偏爱女性？
本周末母亲节，
甲状腺医生组团为您答疑解惑！

子宫肌瘤是什么？
该“留”还是该“切”？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直通专家为您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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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外情生下三胞胎，女方要求男方全部承担孕期检查、住院、生育费用

法院：此费用原、被告共同承担 同居不受法律保护
与同学相恋，并怀上三胞

胎，原本是件喜事。但如果是段婚
外情，那就另当别论了——汪虹
就遇到这样的事。两人的感情不
仅中止，而且还为三胞胎的生育
费、抚养费等问题，闹了上法庭。

虽然法律规定，非婚生子享
受婚生子的同等权利，但产检、
住院、生育费是否该双方共同承
担？。近日，金堂法院参照同居关
系中的共同债务问题及公平原
则，判决孩子的父亲刘轩与汪虹
共同承担此部分费用，加上三胞
胎的医疗费，刘轩共计支付汪虹
50205.83元。

婚外情生下三胞胎

2015年7月，在成都上班的汪
虹和高中同学刘轩走到了一起。那
时，刘轩还在外地工作，每个月到

成都和汪虹一起住几天。直到2016
年2月，汪虹发现怀孕时，刘轩才吐
露自己其实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儿
子。汪虹认为刘轩欺骗了自己，但
刘轩说他是与前妻“分手”后和汪
虹谈恋爱的。刘轩口中的“分手”，
其实是和前妻自行签下了一纸离
婚书，并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直到2016年10月，刘轩才和前妻通
过法院判决离婚。

刘轩希望汪虹把孩子打掉，汪
虹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三胞胎，
内心不舍，执意要生下孩子。此后，
两人便断了联系。怀孕34周时，汪
虹早产，三胞胎女儿一出生，就被
送进保温箱，三个孩子分别在医院
住了8天、11天、20天，开销较大。加
上汪虹前期的孕检、住院生产等费
用，汪虹大约算了下，自己一共花
了约14万元。

汪虹要求刘轩承担这些费用，
并持续支付孩子抚养费，但刘轩认为
是她自己坚持要生下孩子，即便给

钱，也只负责孩子的部分，不认可汪
虹自己生产检查的花费。两人无法达
成一致，汪虹将刘轩诉至金堂法院。

25岁小伙有4个孩子

2016年10月，金堂法院立案
后，刘轩申请了亲子鉴定。经鉴定，
三胞胎确为刘轩子女。1993年出生
的刘轩，至此已经有了4个孩子，但
没有一个和自己共同生活，因此在
法庭上，刘轩表达了想要孩子跟随
自己生活的想法。

法院认为，二人在没有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同居共育了
三胞胎，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
女同等的权利。

“一般来说，两周岁以下的子
女随母方生活，而且根据我国婚姻
法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
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这个
案子中，三胞胎尚在哺乳期，暂时
随母亲生活比较合适。此后如果双
方对子女抚养问题还有争议的话，

可以在出现新的情势变更事由后，
自行协商或另案主张。”本案承办
法官卢万表示。

汪虹要求刘轩每月支付抚养费
4500元，法院没有支持这个数额。综
合考虑后，酌定被告每月支付三个
孩子抚养费共1500元，至孩子年满
十八周岁时止。

法院：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庭审中，双方最大的争议为汪
虹怀孕期间检查、住院生产的费用
约6万元，汪虹要求刘轩全部承担，
遭到刘轩拒绝，刘轩表示已多次让
汪虹打掉孩子，是汪虹不顾反对坚
持生下的。法院认为，原、被告未经
结婚登记就同居，同居关系不受法
律保护，双方作为成年人应当认识
到此种行为的危害性。此外，双方也
应当且能够预见到未采取安全措施
发生性行为，有可能带来一系列后
果，这些后果当由双方共同承担。

“生育孩子必然要经历备孕、
怀孕、妊娠、产后恢复
等阶段，住院检查、妊
娠 花 费 也 在 情 理 之
中，这些费用应当视
为原、被告共育子女

所花费的共同债务。参照相关法律
规定，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
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
务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的若干意见>》）。因此，这部分
费用也应由原、被告共同承担。”此
外，卢万认为，原告作为母亲生下三
胞胎，从公平的原则出发，由双方一
起分担这笔费用也更为合适。

最终，关于三胞胎医疗费、门
诊费、药品费及原告检查生产费
用，扣除医保报销部分，法院判决，
被告刘轩支付原告汪虹50205.83
元。“同居关系在现行法律中不受
法律保护，不能直接适用《婚姻
法》，但同居关系期间生下的孩子
（即非婚生子）享有和婚生子女同
等的权利，因此法律上对这三胞胎
的生活费、医疗费有明确的适用规
定，但对于产妇自身的花费没有明
确规定。这是本案审判的难点所
在，也是同居关系潜在的风险之
一。作为成年人应当意识到自身行
为可能带来的危害后果，并为这种
后果承担责任。”卢万说道。

（文中汪虹、刘轩为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今日
服务

当年开飞的
如今舞锅铲

开出租“烧胎”起步，边
抽烟边用四川话调侃各种交
通现象……2013年 11 月，
一段成都的哥开车时狂飙
“雷人”语录的视频，在网络
上红极一时，而的哥易晓帆
因此成为了众人议论的焦
点，尤其是他的那几段“名
言”。他因此被网友们调侃为
“成都的哥车神”。事后，交警
部门查出其涉嫌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车神”被依法行政
拘留15日，随之消失在众人
视线中。

今年5月8日，易晓帆
出现在成都十陵立交附近东
锦城小区一餐馆内。只见他
拿起锅铲在厨房内忙碌着，
下油、炒料、倒虾，几分钟后，
一盘美味的香辣小龙虾就出
锅了。难道“车神”不握方向
盘，改拿锅铲？没错，一个月
前，沉寂了5年的他开始创
业，做起餐馆生意，并谋划着
自己未来的餐饮事业，他说：
“人忙碌一生就是为了吃饭，
我想未来饭吃得更好！”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
记者 王勤

一夜爆红1
““成都的哥我数第二成都的哥我数第二，，没得没得

哪个敢数第一哪个敢数第一””

2013年11月，一段名为“都市极速传
说”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视频中，一名
出租车司机嘴里叼着烟，一边用有些粗俗
的语言调侃各种交通现象，一边用专业赛
车手的“烧胎”方式起步，并熟练地换挡，
驾着车在车流里左右穿插，沿 2.5 环行驶
时，时速甚至超过了120公里。

司机自称：“成都的哥里我数第二，没
得哪个敢数第一。”视频中，司机“雷人”语

录频出，他说，自己16岁就当了赛车手，车
都开坏过10多辆，曾经开着一辆“烂捷达7
代”，法拉利都飙赢过！一路上，他驾驶出
租车，一辆接一辆超过旁边的车，并吐槽
到“红绿灯就是装饰灯，那些跑赛道的，就
是在里面跑圈圈的讨口子娃娃。”一夜之
间，视频爆红网络，出租车司机易晓帆也
因此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被网友们调侃
为“成都的哥车神”。

在他走红后，其危险的驾驶行为引起
了相关部门的注意，经过成都交警调查发
现，易晓帆的驾驶证过期半年，未处理的交
通违法行为达27项。而且，自从他离开一家
出租车公司后，当时并没有出租车服务证。
随后，交警部门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15日
的处罚，交委表示将对其做出相应处理，至
此之后，车神的“传说”便告一段落。

“快过来品鉴一下我的手艺，不过不
许调侃，你们应该晓得我的性格撒！”5月8
日中午1点，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位于十陵
立交附近的东锦城小区一餐馆，刚下车，易
晓帆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一间40平方米
左右的商铺里，摆放了七八张桌椅，虽已过
了饭点，前来就餐的人仍络绎不绝。易晓帆
走进厨房，端了两杯水出来，便与记者聊了
起来。谈及曾经那段“爆红”的经历，他说那
都已经是过去了，“我现在开始搞餐饮，4月

才开业，招牌都还没来得及换。”
从那次事情结束后，易晓帆断断续续

开了一小段时间出租车，后来便在家里待
业。为什么不开出租车？“我已经开了16年
的车了，觉得没有任何的前途。”易晓帆表
示，日复一日地开车，让他觉得没有奔头，
于是便离开了这行。那这5年都他做了些
什么事呢？“耍嘛，思考人生嘛！”易晓帆毫
不回避地说，简单来说就是闲着，耍累了，
就宅在家里，有时候也会思考一下自己要
干些什么。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在这个过程中，
他萌生了开餐馆的想法，“人忙碌一生就
是为了吃饭，我想未来饭吃得更好！”易晓
帆自称，自己曾经学过三年厨艺，虽然跑
出租的这些年，从来没有下过厨，但是只
要看一眼菜，就晓得该咋个弄，“有基础，
这个是天赋！”

因为觉得自己有天赋，今年39岁的他
决定创业，进军餐饮行业，并谋划了自己
未来的事业。“我现在自创的滋补蹄花，绝
对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家！”说着说着，易
晓帆走进厨房，从一口大锅中舀起一碗刚
炖好的蹄花汤，煮得软烂的蹄花泡在淡黄
色的浓汤中，加上雪豆、枸杞、沙参等配
料，看起来卖相十分不错。“我的蹄花汤是
用大火炖3小时，小火炖2小时熬制出来，
不是高压锅压出来的。”易晓帆极力推荐
着自家的菜品，说这都是自己通过反复摸
索实验独创的配方。

为了一显身手，接着他端出了一盆秘制
酱料和刚处理好的小龙虾说：“我给你们炒
一份香辣小龙虾，味道巴适得板！”只见他拿
起锅铲在厨房内忙碌着，下油、炒料、倒虾，几
分钟后，一盘美味的香辣小龙虾就出锅了。

易晓帆说，餐馆刚开了一个多月，为了
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白天餐馆主要卖面，
晚上主打冷淡杯和蹄花汤，“不过，将来我肯
定是主打滋补蹄花汤，要搞成连锁经营！”

得知他改行做餐饮后，常联系的出租
车司机兄弟们经常来照顾生意，时常调侃
道：“耶，你娃现在不当车神要做食神唆！”
听到这些话，易晓帆总是一笑而过。

以前跑出租车的时候，易晓帆通常白
天休息，晚上出来跑生意。可现在，基本上
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到各个市场上进
购食材，买完食材便开始动手准备，切、
洗、煮、熬，每一样都需要亲力亲为，虽然
店里聘请了4名员工，但他们主要负责卖
面，菜品还是得自己来。

关于菜品，易晓帆总爱强调这些都是
自己独创出来的，“我反复实验摸索，比如
啥子火候合适，这些都要靠试。”

“现在比跑车的时候辛苦多了。我只
是想努力让生活过得更好。”他说，自己初
中就辍学了，文化程度不高，除了会开车，
其他工作很难胜任，而餐饮门槛较低，加
上自己对吃还有点天赋，于是家人便给予
全力支持，如果餐饮搞好的话，将来生活
可以更加宽裕。

曾经“网红”
开着出租车，一边嘴

里叼着烟，一边用有些粗
俗的语言调侃各种交通现
象，被网友们调侃为“成都
的哥车神”。

如今厨师
只见他拿起锅铲在厨

房内忙碌着，下油、炒料、
倒虾，几分钟后，一盘美味
的香辣小龙虾就出锅了。

曾爆红网络的“的哥车神”，多年后转行搞餐饮

风波之后2
不再开出租车不再开出租车，“，“耍嘛耍嘛，，思思

考人生嘛考人生嘛！”！”

进军餐饮3
不当不当““车神车神””当厨师当厨师，，拿起拿起

锅铲卖蹄花锅铲卖蹄花

起早贪黑4
““现在比跑车的时候辛苦现在比跑车的时候辛苦

多了多了””

易晓帆在炒菜

本报当年对事件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