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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9202期开奖结果：
24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2019087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07 21 30 04
09 05 蓝色球号码：04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02
期开奖结果：823，直选：5623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14429注，每
注奖金173元。（15672505.11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02
期开奖结果：82394，一等奖26注，
每注奖金10万元。（302863695.1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 7星彩第
19087期开奖结果：1681300，一
等奖0注；二等奖3注，每注奖金
86533元；三等奖180注，每注奖金
1800元。（49979780.59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
9月26日)

体彩

2000 只动物设计容量的成都爱
之 家 动 物 救 助 中 心（下 称“ 爱 之
家”），当下正面临着极大压力——
这里的动物已经快到 6000 只了，这
是设计容量的三倍。“继续收，人力、
物力，容量都是问题；不收，看到那
些小生命又放不下。”发起人陈阿姨
面临着两难。

28 日，走进位于双流的“爱之
家”，除了犬舍以外，目之所及，几乎都
有狗狗的身影。“已经完全爆满了，原
来设计计划的是容量不超过2000只，
现在已经快到 6000 只了。”发起人陈
阿姨说。

记者在爱之家内看到，除了部分
大型烈性犬和大量中华田园犬外，不
少犬舍内，都有金毛、哈士奇等宠物犬
只的身影。另外，每个犬舍内几乎也都
是满员的，数只狗狗居住在一起。

义工周先生介绍，事实上，爱之
家早已在超负荷运转。犬只数量的
增长，一方面来自于对流浪狗的救
助，以及一些解救待贩狗，而另一
方面，近半年多以来，受成都禁养
犬政策的影响，不少人以此为由送
来的犬只出现大量增加。“基本每
天都有，有时候一天十多二十只，
但有的其实根本不在禁养范围内，
这只是狗主人丢狗的借口罢了。”
陈阿姨说。

记者了解到，据公开报道，去年
11月16日起，成都市公安机关开始对
成都市限养区范围内的 22 种禁养犬
只开展收容处置工作。根据要求，未经
批准在成都市限养区内饲养禁养犬只
的单位或个人，可通过将犬只送出限
养区饲养或自行送至动物保护中心寄
养等方式妥善处置禁养犬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实习生 程琦果

在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成都市妇女联合会指导下，7月28日
在成都宽窄巷子东广场，以全国文明
家庭、成都市道德模范、最美家庭和知
名公益组织等为代表的公益群体，发
起以“垃圾分类，成都更美”为主题的
第三届成都家庭公益日活动，通过趣
味游戏，帮助市民更好地熟悉垃圾分
类知识；通过共同倡议，倡读成都公益
家庭垃圾分类承诺宣言《垃圾分类新
时尚》。

成都，作为全国垃圾分类中46个
重点推行城市之一，在成都全市2000
余万市民的共同响应下，因地制宜，科
学谋划，确定了垃圾分类系统全面建
成的“2020目标”。日前正在公开征求

《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修
改意见建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垃圾分类
成都更美

第三届成都家庭公益日在宽
窄巷子举行

爱之家动物救助中心爆满

发起人面临两难

孩子的降临，是每个家庭的欢乐。然而，
6月29日凌晨，德阳市旌阳区孝泉镇的陈先
生初次见到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时，却十分震
惊：孩子下颌短小，右耳畸形，面部畸形多达
六处，同时还伴有先天性心脏病、食道气道
发育不良等多种疾病。

“我们一直按照医院要求检查，为什
么这么多缺陷一个都没有发现？”陈先生
说，整整近一个月，他忙着从医院讨说
法。7月25日，德阳市人民医院向记者回
应称，医院诊疗行为按照国家卫健委相关
技术规范开展，符合诊疗规范。而超声检
查完全按照《中国产科超声检查指南》《中
国胎儿心脏超声检查指南》（以下统称《指
南》）进行。

目前，陈先生向德阳市卫健委反映此
事，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德阳市旌阳区卫
健局已经受理此事。

医院称诊疗行为合法合规
当地卫生部门已受理此事

36岁的吴女士，是德阳市旌阳区人，
与46岁的丈夫陈先生结婚后，2017年怀了
一个孩子。遗憾的是，胎儿5月时因为羊水
破裂意外流产。2018年，夫妻两人在成都
进行基因检测后，在成都一家医院采用试
管婴儿技术受孕。2018年12月12日，怀孕
11周时，吴女士在德阳市人民医院检查，
并遵照医生要求做了产前检查并建档立
卡，此后一系列产检均按照医嘱执行。

6月27日，医生建议吴女士住院待产。办
理入院手续后，吴女士在医院住院。6月29日
凌晨02：50，吴女士顺产一女婴，体重2700g，
身高49cm。陈先生永远记得在产前门口初
见女儿的一幕：孩子脸偏向左边，下巴短小，
右耳畸形。“产检一切都好好的，孩子怎么
会是这个样子？”陈先生说，当晚，全家人一
夜未眠；早8点，孩子被送进新生儿科。

随着进一步的检查，更多坏消息传来。
陈先生出具的一份该院的诊断书显示，婴儿
面部不对称，下颌短小，右侧外耳道闭锁，口
腔未见悬雍垂，牙龈不完全，舌体短小，舌头
右侧有缺损，医院怀疑为“半面短小症”。

7月23日，陈先生和医院做了一次最新
的沟通，除了疑似“半面短小症”之外，目前
婴儿还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暂时性
低纤维蛋白原血症、双侧室管膜出血（1级）、
新生儿肺炎、上消化道出血、I型呼吸衰竭，
以及怀疑气管食管、消化道发育异常。

“目前孩子无法自己进食，只能把食
管伸到胃里，给她打营养液。”陈先生说，
他不能理解的是，孩子这么多缺陷，为何
没有一项在产检中被检出，所有报告均显
示为正常。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天，他就找
到了德阳市人民医院，质疑该医院产前检
查、产前诊断的不力。陈先生说，近一个月
了，德阳市人民医院还未给他一个说法。

新生儿多处畸形
家长质疑医院产检

7月25日，记者在其家里见到吴女士。
“孩子被送到新生儿科，再也没有见过她
了。”吴女士说。吴女士清楚记得产检的每
一个细节。

孩子是试管婴儿，来之不易，胎儿11
周时，她到德阳市人民医院建档立卡；怀
孕前，她身高165cm，体重不到60kg，建卡
做了检查，体重已经长了5kg，她被告知有
妊娠糖尿病，孕期被禁止吃甜食。“每天
吃粗粮，就怕出什么意外。”吴女士说。

吴女士属于高龄产妇，医生建议做羊
水穿刺，她有些犹豫。“我说先做无创，如果
提示低风险就算了，如果有问题再做。”吴女
士说，无创DNA提示低风险，她放下心来。

每一次产检她都顺利通过，第31周，
她照例做超声检查，报告再次提示，“双耳
因体位关系未显示”，在她的记忆中，这已
经是超声报告中第三次提示这样的字眼。

“超声医生让我问产科医生，我问
了，她拿着报告看了看，说没什么问题，
双耳不在检查的范围内。”吴女士说，医
生名为赖曾珍，是试管医院推荐的比较
好的产科医生，整个孕期她的产检，均是
赖医生负责。后来，她向同在德阳人民医
院建卡的亲戚打听，亲戚的产检报告也是
这么写的，吴女士放下心来。

记者从陈先生处获取了吴女士的5份
产检报告，分别为胎儿22周、26周、31周和
39周的超声报告，一张22周的超声心动
图，其中四份报告提示“因腹部脂肪厚，声
像图像显示不满意”，有三份报告提示为

“双耳因体位关系未显示”；2份报告提示
“胎儿颜面因体位关系显示不清”，一份报
告为“四腔信心切面显示，余心脏切面因
为孕周和体位关系显示不清。”

这些提示“显示不清”的部位，婴儿出
生后均被诊断有问题。

“显示不清”的部位
出生后均被诊断有问题

婴儿父母婴儿父母
AA

产检医院产检医院
BB

“对于陈先生家庭面临的不幸，医院
深表同情与理解。”德阳市医院回应称，患
儿目前正在该院儿科新生儿室治疗，已明
确患先天性心脏病；疑有气管食管畸形及
消化道发育异常，但因家属拒绝检查无法
证实；此外，患儿的面部畸形表现有半面
短小症的可能。

就医患双方存在的争议，医院表示，
在检查前，已向患方说明了医疗技术的局
限性和产前筛查的特点，目前患儿存在的
畸形不属于产前筛查范围，当前超声技术
无法确保所有胎儿畸形均能被发现，医院
的诊疗行为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技
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院方称，检查前，医院与孕妇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明确告知了产前超声检
查的局限性，履行了告知义务。报告中的
说明对局限性进行了进一步告知：本次
超声主要检查报告中“超声描述”的内
容，没有描述的胎儿结构不在本次超声

检查范围内。胎儿的相关畸形结构均不
在报告描述中。

在德阳市人民医院，吴女士还做了孕
妇外周血胎儿游离DNA检测。

在1月20日的《孕妇外周血胎儿游
离DNA检测临床报告单》中显示，21三
体、18三体和13三体为“低风险。”报告
中提示“如果检测为低风险，则说明胎
儿发生这种先天异常的风险很低，但是
不能完全排除该种先天异常以及其他
异常的可能性。”德阳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已介入并积极协调医患双方进行沟
通，详细告知患方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
法定途径。双方经过多次沟通协商，没
有达成共识。

7月17日，德阳市人民医院向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提请对本次医疗纠纷组织进
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院表示，“将本
着公平公正、依法依规的原则，积极配合
患方维权。”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22周、26周、31
周的产检中，为何报告均提示“双耳因为
体位原因未显示”？

超声科主任郑红（以下简称郑）：双耳
在正常体位中是无法显示的，所有《指南》
都指出，双耳观察比较困难，不是超声的
常规观察内容。

记：因为不是常规检查内容，所以就
不检查？

郑：如果体位好，我们就检查；体位不
好，我们是检查不到的。在22周的产前系
统检查中，这个孕妇我们让她“走”了几
次，确实看不到，才写“双耳因为体位原因
未显示”，而31周的检查属于产前二级检
查，双耳更不在检查范围内。

记：三张报告都刚好体位不好？那么
一次超声查不到，第二次会不会继续看？

郑：我们不纠结多少次，26周的是生长
超声，看得到就看得到，看不到就看不到。

记：三次都不显示，是不是应该警觉
双耳根本就不存在，或者给出风险提示？

郑：我们医学伦理中也没有规定必须
要对双耳未显示做提醒，双耳看不到，在
超声检查中，概率很大。

记：孕妇的超声检查报告中，为何有
四份都提示“因孕妇脂肪厚，声像图显示

不满意”？
郑：是的，这个孕妇确实比较肥胖。
记：腹部脂肪达到多少才算厚？
郑：腹部脂肪厚本身没有一个标准，

腹部脂肪本身不是我们超声检查的一个
内容，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的观察。

记：孩子被诊断为“半面短小症”，这
个应该是目前最为严重的问题。

郑：我们翻过所有的超声科《指南》、
书籍都没有找到“半面短小症”，应该是颌
面外科诊断的范畴，而不应该属于超声科
诊断范畴。

记：我们看了《指南》，下颌应该属于
超声科需要检查的内容，而CT显示，孩子
的下颌是有问题的。

郑：我们只是看面部正中矢状切面，应
该就是诊断的“面部短小”，就是脸部不对
称，我们也看了孩子，她不存在哪里裂了，
哪里缺了，脸部对称性不在超声检查范围。

记：脸部有几个切面？那脸部不对称，
脸部正中矢状切面会不会就有问题？

郑：脸部有一个眼眶切面、鼻唇冠状
切面，可能的话，还有一个面部正中矢状
切面。我们从切面看到了下颌，但是下颌
短小，到底多少才算短小，在超声中是没
有标准的。

目前患儿存在的畸形 不属于产前筛查范围

医院超声科主任：“双耳看不到的概率很大”对话

回应 排畸检查非万能
要看检查人员技术

记者采访了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医学影像中
心主任兼超声科主任、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出生
缺陷防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超
声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杨家翔。

据介绍，根据《母婴保健法》《卫生部产前诊
断管理办法》《中国产科超声检查指南》等法规
和指南，目前超声技术水平产前应诊断的六大
严重畸形包括无脑儿、脑膨出、开放性脊柱裂、
胸腹壁缺损内脏外翻、单腔心、致命性软骨发育
不全。杨家翔表示，案例中的胎儿畸形确实不在
以上范围之内。

在他看来，因为公众对产前诊断期望值太
高，加上一些民营医院过度宣传设备如何先进，
导致排畸检查被公众过分误读，排畸检查不是
万能的，但是不做也是万万不能的。

曾在三甲医院担任超声科专家、有26年产前
超声检查经验的聂女士向记者介绍，四维超声检
查是目前排除胎儿畸形的辅助手段，检查项目都
按照产前超声检查标准来，但在产前超声检查行
业内，确实存在检查人员技术参差不齐的情况。

聂女士表示，技术好的检查人员可以看到
眼眶和眼珠、胎儿的手指和脚趾，也能检查出小
孩面部是否有畸形，包括兔唇、耳朵等，但也都
需要靠检查人员的经验和技术，还需要看胎儿
体位。

建议请第三方机构
进行司法鉴定

长期从事医患纠纷代理的和骏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刚认为，医患纠纷，患方要证明医院有责
任，就需要证明医院存在过错。

“要根据报告的内容，一条条比对《指南》，
看看指南是怎么规定的。譬如，双耳不是常规检
查内容，那多次未显示，按照操作规范，是不是
需要进行特殊检查或者有无尽到提醒和告知义
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请第三方机构进行
司法鉴定，以明确医院是否存在过错。”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认为，生
孩子是个人事务，医院受委托提供医疗服务，根
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院要做出与自己
等级和当今医疗水平相适应的诊断，如果超过
当今技术水平，即便没有诊断出来或者出现了
诊断错误，医疗机构都不会为此承担责任。“反
过来说，就是如果医院的诊断过程符合正规的
操作规范，就不会构成医疗过错，医院就不会为
此承担赔偿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王明平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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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多处畸形患多种疾病
家长：医院多次产检都没发现

吴女士生下的孩子

彩超检查报告

“爱之家”内的犬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