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肖子琦 美编 陈亦乐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06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英占认为，目前小孩子因输错药所导
致的后果并无显现，是否一定会导致相
应的负面结果尚且未知，那么建议对其
身体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查并就可能导
致其指标不正常的原因进行鉴定。如果
确有后遗症或需要后续治疗，院方应当

予以依法赔偿；若不存在，院方只需赔
偿相应的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

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师
认为，本案属人身损害赔偿，根据最高
法司法解释规定，如确因输错液体而
造成的人身损害，其必要的检查费用，
治疗费用等，都应得到支持。但包括检

查费用，治疗费用都是预期费用，现实
中并未发生。一般解决路径为根据医
疗意见或鉴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
与已经发生的费用一并赔偿。若无法
确定之费用，则只能待实际发生后另
行重新主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鉴定后如需要后续治疗 院方应当依法赔偿律 师 说 法律 师 说 法

全球首个熊猫主题交响乐
《玺徙喜》纪录片上线

15日，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
悉，全球首个以熊猫为主题的交响乐作品《玺徙
喜》同名纪录片近日上线。

据悉，该纪录片记录了熊猫组曲《玺徙喜》
全球首演盛况，而作曲家张帅也讲述了作品创
作历程。

熊猫组曲《玺徙喜》是全球首个以熊猫为主
题的交响乐作品，由中央音乐学院和丹麦皇家音
乐学院孔子学院委约作曲家张帅耗时一年创作，
组曲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元素——既有东方音乐
的婉转悠扬，又有西方音乐的宏大高亢。

作为“2019中丹大熊猫文化交流周暨Panda
走向世界。丹麦站”系列活动之一的《熊猫组曲》
中丹大熊猫音乐会，在今年四月，在丹麦皇家音
乐学院音乐厅完成全球首演。

同时该音乐会的中国站将于今年在北京、成
都举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包裹存放快递柜
为啥不到24小时就收费？
速递易回应：系统设置出了问题，已退费

如今，不少小区都有快递柜，暂存的包裹在
一定时间内免费。“明明收到的短信是超过24小
时才收费，结果21小时就收费1元，太坑人了。”7
月15日，四川安岳的安某在网络上发帖，吐槽了
其所在小区的中邮速递易快递柜。当天下午17时
30分许，中邮速递易回应称，这是系统设置出了
问题，已作退费等处理。

根据安某所发网贴，其在一天前收到一条
“速递易”短信，让他凭密码到阳光华庭大门北侧
的C85包裹柜取EMS包裹。短信中，还提醒他“超
过24小时收费”。但另一张取件时所拍图片显示，
存放时间21小时，服务费1元。“发信息说的是超
过一天（24小时）才收费，结果21小时就要收费1
元，我也不是舍不得一元钱，但是太坑人了。”为
此，安某吐槽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上安
某，“我昨天上午11点过收到的短信，今天早上9
点左右去取的包裹。”安某表示，当时显示包裹存
放时间仅21小时，并未超过24小时，但系统显示
需支付1元服务费。因为有其他事，他只能支付了
1元服务费，取了包裹。

随后，根据安某收到短信中的投递员联系电
话，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电话联系上该邮政
投递员。“最近两天有一些反映，但不多，我们也
向公司进行了反映，由公司联系第三方解决。”该
邮递员说，安岳一些小区等安装的快递柜都是中
邮速递易的。

“此前，我们没有接到类似的反映。”中国邮
政安岳分公司寄递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快递
柜都是第三方公司安装的，安某反映的情况可能
是系统设置出了问题。目前，邮政公司也在联系
第三方的速递易处理此事。

7月15日上午，中邮速递易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将尽快联系用户处理此事，后续处理情况将
反馈。当天下午17时30分许，中邮速递易另有工
作人员介绍，安某的遭遇系快递柜系统设置出了
问题，目前速递易方面已联系安某处理好此事，
包括退费等。该工作人员还表示，这是个案，如有
其他用户存在类似情况，也可向速递易反映，速
递易也将妥善处理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189期开奖结果：317。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81期
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8 01 24 25 27
07 17，特别号码：18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87期：
0310313331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101期：
30112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96
期：331133131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9087 期：
031031333133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16日)

足彩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89期开奖结

果：890，直选：233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6：9591注，每注奖金173元。（16958189.99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89期开奖结
果：89091，一等奖11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82341022.1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 19081 期全国销售
272912117元。开奖号码：06 24 26 30
33 02+07，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0000
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8000000元。二等奖58
注，单注奖金873889元，追加26注，单注奖金
699111元。三等奖120注，单注奖金10000元。
4186160785.64元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
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
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兑彩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3个月大女婴错输2天药物 上级医院检查后返回当地观察

家属索赔六、七十万
医院：请拿出费用依据

两次协商未果7月3日，有媒体报道，3个月大
的女婴小沫（化名）因转氨酶高在
四川雅安市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雅
安市医院）治疗，医院为其错输2天
药物，对孩子身体影响未知，医院
通报称此举因工作失误，相关责任
人停岗停职。7月4日，在华西第二
医院（锦江院区）检查后，小沫一家
返回雅安市人民医院继续观察。

7月15日，小沫母亲杨女士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7月10
日、12日，双方两次协商未果，自己
提出了70余万的赔偿金额，院方只
愿意给不足万元的误工费等。

杨女士认为，第二次协商时，
院方律师提出，需要鉴定娃娃目前
身体状况再谈，这是在耍无赖。“第
一时间我们提出要求做鉴定和治
疗时为何不做？事隔16天做，已经
无法再鉴定了。”

不过，雅安市医院相关负责人
则表示，前两次协商时，院方对误
工费等给予了最高的标准，但家属
提出的含买20年保险和检查费用
在内的75万没有法律依据支撑，院
方没法满足，但院方愿在合法合理
的条件下进行协商。

小沫父亲李先生介绍，6月26日，
家人带小沫到雅安市人民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是“转氨酶高及巨细胞病毒
感染”，需要输液7天。在27日，李先生
去拿第3天、第4天的药品时才发现，给
孩子输液的药和配药单上的药品不一
样。李先生说，因为药品配错，药品剂
量很大，输液的速度也比较快，半个小
时左右就输完了，而这个药的要求是

“缓慢滴注”，作为家长担心药品对孩
子的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7月3日，雅安市人民医院官方微
博发出情况说明称：杨某之女，3月龄，
于2019年6月26日因“转氨酶高及巨细
胞病毒感染”到我院儿科门诊就诊，开
具“还原型谷胱甘肽”等药物进行治
疗。因我院工作人员失误，误为患儿注
入“乙酰谷酰胺”。

该说明还表示，事件发生后，医院
责令相关责任人停岗停职，根据后续
调查情况做严肃处理，并将事件通报
全院。

7月4日下午1点左右，在雅安市人
民医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小沫被送
至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锦江院
区），李先生告诉记者，一位神经科相
关的医生为小沫做了面诊，主要检查
了孩子的精神状态，问题不大，但给孩
子误输乙酰谷酰胺药物，这个情况之
前也没有遇到过，建议回当地医院继
续观察。当天下午3点，小沫又随救护
车，返回了雅安市人民医院，继续留院
观察。

女婴连续2天被输错药物
医院通报相关责任人停岗停职工作失误

7月15日，小沫母亲杨女士在微信
上发文，再次将3个月大女婴在雅安市
人民医院输错液一事拉回公众视线。

“回来后，我们就一直在雅安市医院观
察。”杨女士说，之后这几天，小沫晚上
和没输错液之前有点不一样，比如爱
动等等。“昨天晚上娃娃都发烧了。”

杨女士说，7月10日和12日，家属
方与院方先后就此事进行了两次协
商，但都因金额没有达成一致未果。

“我们算出的大概是六、七十万，他们
院方算出的不到一万元。”

7月15日，记者从雅安市医院宣传
科证实，院方确与家属方进行过两次
协商。双方第一次协商是7月10日，当
时，杨女士一方向雅安市医院开出了
六、七十万的金额。

“这些钱包含给娃娃买20年保险、
定期检查费、误工费、生活费、营养费
等，我们咨询过律师，律师说还是合理

的。”杨女士说，院方的精神赔偿金算
下来，也不到一万元。

杨女士介绍，第二次协商是7月12
日，在卫健委的组织下，院方的律师让做
鉴定后再谈。而这个话，让杨女士很气
恼。“药物伤害成长过程中才能遇知，目
前误输药物己代谢，无法鉴定。”杨女士
说，“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还没见到
世界的美好，就（因为）一个疏忽、以后几
十年都要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家属要六、七十万
院方只给近万元？协调未果

针对小沫被输错液一事，雅安市
医院宣传科负责人表示，医院工作人
员输错液是有错在先，目前娃娃在医
院观察，无特殊治疗，家属也未支付
费用。

对于杨女士的说法，该负责人表
示，杨女士一方之前提出的金额是75

万，这个前提是基于影响娃娃几十年甚
至是一辈子的，但要有影响才会有因果
关系，有无影响，就必须要鉴定结果。

对于院方愿意给出的金额是否不
到1万元，这位负责人称自己暂不太清
楚，但他表示，院方对护理费、生活费、
营养费、误工费等给予了最高的标准。

这位负责人介绍，据我所知，杨女
士提出的75万，大多是给娃娃买20年
的保险、20年的定期检查费用等，这确
实要有依据，他们没有鉴定结果，拿不
出法律依据，院方没有办法给予满足，
但院方愿在合法、合理的条件下和他
们继续进行协商。

愿在合法合理范围内协商
要有需赔75万的依据院方回应

医院开出的输液单

事发前
父母不知道他已到四川

男生父亲张应祥是在7月8日接到
警方电话的，19岁的儿子张文豪在7月
7日晚23：56离开入住的酒店后没有再
回来，酒店工作人员次日发现其未退
房又联系不上，随后报警。9日，张应祥
和妻子连夜飞到四川。

张应祥告诉记者，儿子是武汉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今年19
岁。张文豪独自一人到四川旅游，

“他对妈妈说，他想出去旅游一下，
再回去实习。”张应祥说，就在7月7
日晚上19：19，张文豪还和妈妈打过
电话，也是说想出去旅游，但并没有
告诉家人，他已经在四川。

根据张应祥到四川后查询到的张
文豪出现的路径，7月5日，张文豪购买
了景区门票上山，下午15：31在金顶山
庄办理入住，7月7日晚上23：56，独自
一人走出酒店大门，再也没有回来。

清点张文豪留在房间里的行李，
包括一个黑色背包，一个笔记本电脑
（有密码打不开），有100多块钱的钱

包，以及抵押在前台的身份证。张应
祥感到奇怪的是，儿子的背包里没有
一件换洗衣物。

从张应祥提供的监控视频片段上
看到，7日晚离开前，穿戴整齐的张文
豪从外面回到房间，很快又出门，已经
戴上鸭舌帽，没有携带任何行李。据张
应祥与酒店工作人员介绍，当晚金顶
下大雨，室外的监控视频也能看到下
雨，但张文豪没有携带雨具。

对于儿子可能是故意到峨眉山
轻生的说法，张应祥表示绝不可能，
他向张文豪的同学证实，原本张文豪
是与同学相约一起旅游，但因同学临
时有事，才独自来的。

张应祥认为，就算是孩子有（轻生）
的想法，他这个年龄，应该也知道要给
家里留下告别的话。

9日，张应祥拨打儿子的手机号
码，还能接通，但无人接听，警方对其
定位是龙池镇杨柳村杨梅砖瓦厂（音）
附近的基站接收到信号，第二天早上
再次拨打，显示无法接通，下午再次拨
打，又能够接通，但依然无人接听，手
机信号仍是同一地点。

室友：
确实相约旅游，他平时很宅也很乐观

12日，记者拨打了峨眉山金顶山庄
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张
文豪是在网上预定的三天住宿，当时背
着黑色双肩包，手上没有拿东西，看起
来像个大学生，说话也很有礼貌。

8日中午12点，到了退房时间，但
张文豪没有出现，酒店拨打其电话也
无法接通，于是报警，发现其失联。

张文豪的同学兼室友小A告诉记
者，放假前，两人确实约好7月3日左右
到四川峨眉山旅游一周时间，但最后
因两人实习时间不一样，张文豪便决
定自己一个人去。

小A与张文豪最后一次联系，是在
7月5日晚上20：05，张文豪给小A发了
一张金顶的照片，但没有说其他话。

小A说，张文豪平时比较宅，待在
寝室的时间比较多，和室友相处也比
较融洽，人比较乐观。现在，张文豪的
QQ空间上锁，看不见内容，平时也没
有发微信朋友圈。感情上，没有听说他
谈恋爱，事前也没有出现其他异常。

19岁湖北大学生
游峨眉山失联数日

监控显示，张文豪走出房间

7月15日，独自到四川旅游的湖北大二学
生张文豪在峨眉山金顶失联已经8天，其父母
也已在峨眉山景区寻找多日，仍然没有线索。
监控显示，7月7日23：56前后，张文豪独自走
出入住2晚的金顶山庄大门，再也没有回来。

12日上午，记者从金顶派出所了解到，张
文豪确实是在宾馆外出后失联，并没有查询到
其下山的购票记录。事发后，警方和景区工作
人员都在积极帮忙寻找，但暂时没有发现有效
线索，目前还在继续搜寻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顾爱刚
实习生 向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查询了
“乙酰谷酰胺”注射液使用说明，用于脑
外伤性昏迷、神经外科手术引起的昏
迷、肝昏迷及偏瘫、高位截瘫、小儿麻痹
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和腰痛等。注意事
项为“使用中有引起血压下降的可能”。

一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解
释说，“乙酰谷酰胺”是治疗肝昏迷、肝

性脑病的药品，主要是改善神经细胞
代谢，维持神经应激能力及降低血氨
的作用。从药品本身来说，是比较安全
的，没有太大的毒性。但小儿用药，需
要考虑剂量，例如，按照小儿体重标
准，每公斤体重使用剂量，同时，也要
考虑小儿自身的肝脏、肾脏代谢功能。

三甲医院儿科专家同样表示，该

药品自身较为安全，在合理用药范围
内，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需要考虑婴
儿适应症和剂量。从医院给患者开具
的处方单上看，给小沫使用的药品剂
量大约为成人剂量的一半，对于婴幼
儿俩说，确实是超量了，在输液过程
中，孩子虽没有出现血压降低的问题，
但还需后续观察。

药品本身毒性不大 但还需后续观察专 家 说 法专 家 说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