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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 09

河南28岁女护士
命丧整形手术台
当地卫健委：麻醉医师违规执业

2019年8月21日
星期三

家属透露：
闺蜜为该机构护士，多次让杨某去整形

8月20日，杨某的姐姐向记者透露，涉事护士
赵某为杨某的闺蜜，多次让杨某去整形。杨某的
姐姐称两人此前就认识，不久后护士赵某来到该
整形机构工作，“我妹妹就是因为她才去的，她们
之前在微信聊过这件事。”杨某姐姐提供的杨某
与赵某的聊天记录显示，在8月16日，两人约好第
二天看电影，但是在聊天记录中出现了一句“我
跟老屈约了”。家属称，老屈为该机构医生。

杨某的姐姐还告诉记者，19日，家属方与新
华派出所工作人员进行了初步沟通，对方表示
暂无法立案，已交给区卫健委调查。询问闺蜜赵
某对此次手术是否知情时，警方告诉杨某的姐
姐，赵某一直哭，并表示自己当时并不在场。

记者尝试拨打了赵某的电话，截至发稿，暂
未接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丹妮

事发路段是陡坡 且呈近九十度转弯

现场参与救援的当地华人唐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事发路段是一个陡坡，且呈近九十度转弯，
极易发生车祸。“转弯的时候来不及，加上听说刹车失
灵，车子打了好几个滚，冲到道路下方的沟渠里。”唐先
生回忆，他赶到事发地时，看到旅游大巴已经翻转过来，
跌落在水渠中。

唐先生看到，车内的中国游客以中年人为主，“死亡
的多是女性。”据唐先生回忆，现场有老挝的警方救援，但
让他感动的是，约有上百名华人自发从各地赶来救援。他
表示，自己也是看到新闻后驱车赶到事发地，一直参与救援
活动截至凌晨，“我离开时，救援仍未结束。”

车祸原因 疑似为大巴刹车失灵

据南京市文旅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南京金陵商务
国际旅行社报告，该社招徕43名游客于8月17日赴老挝八日
游，19日下午四点旅游大巴车从老挝万象市到琅勃拉邦市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大巴车侧翻。据金陵商务国际旅行社总
经理李靠山介绍，遭遇车祸的团队系旗下江宁门店收的游
客，江宁人居多，年龄多分布在50～60多岁，夫妻出游为主。

老挝湖南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羊志华告诉记者，涉
事旅游公司在老挝当地已有至少五六年经营时间，是一家
华人开设的旅游公司，专门负责接待中国游客的地接旅游
公司。羊志华说，车祸原因疑似为大巴刹车失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徐缓 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62岁的李大爷退休后过上了带
孙子的悠闲生活，但是年纪大了，缺牙
的问题总是难免的。“其实前年牙齿就
开始掉了，也没去管它，现在掉得越来
越多，有4～5颗了。平时我尽量吃些软
的东西，例如粥，就是越来越瘦，营养
有点跟不上，身体也变差了。孙子很活
泼好动，可是我的体力跟不上，让我带
孙子时有些有心无力。”

一次老同学聚会，李大爷看见以前
一样备受缺牙困扰的老同学已经好好
地吃上了饭，赶紧上前了解。隔天，李大

爷就经老同学介绍来到智能牙科，经过
检查，李大爷牙槽骨情况良好，智能牙
科蔡明河院长为他进行了即刻种植技
术，当天手术，当天晚上就能吃上饭了。

中老年人种植牙，首要考虑：
安全有保障

由于中老年人身体状况更加复
杂，因此对应用“即刻用”技术的医院
口腔诊疗设备以及医生要求更高，在
智能牙科更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中老

年人种植牙的治疗规范，确保手术严
格按照流程，从术前检查、术中监控
术后、术后修复，以极大限度地控制
种植风险，保障种植牙效果。目前智
能牙科已经帮助上万名缺牙市民实
现当天种牙当天用，丰富的种植牙案
例让种植牙更安全有保障。现通过
028-69982575预约申请，符合条件的
缺牙市民即可获得指定种植体“种一
送一”、立减优惠名额。

法庭文件显示，美国亿万富
翁杰弗里·爱泼斯坦8日、即在狱
中死亡前两天签署遗嘱，遗产估
值超过5.77亿美元（约合40.74亿元
人民币）。

美国《纽约邮报》19日最先报
道，上周在美属维尔京群岛递交的
法庭文件显示，爱泼斯坦超过5.77
亿美元遗产中，现金超过5600万美
元（3.95亿元人民币）。法庭文件没
有列出受益人的具体信息。

爱泼斯坦7月初因涉嫌拐卖和
性侵犯未成年少女被捕。他拒绝认
罪，8月10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惩教
中心死亡。纽约市法医16日确认，爱
泼斯坦系自杀。爱泼斯坦生前与不
少名人权贵过从甚密，包括美国前
总统比尔·克林顿。

2008年，爱泼斯坦因诱奸未成
年少女罪名被判13个月监禁；今年7
月，美国劳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

塔7月辞职，缘由是他受到指认，
2008年任佛罗里达州联邦检察官期
间与爱泼斯坦达成认罪协议，从而
后者免于可能终身入狱。

由于爱泼斯坦已经死亡，法院
将不再审理对他的刑事犯罪指控。
美联社报道，多名代表受害人的律
师说，即使爱泼斯坦的遗嘱指定受
益人，也要追讨他的资产。

多名女性说，她们在青少年时
期遭爱泼斯坦性侵并被召入他的多
处住所，为他按摩。

未参与处置爱泼斯坦案的前联
邦检察官戴维·温斯坦说，依据美国
多个州和海外领地的法律，可在一
定时间内声索遗产，因而“这将不会
很快结束”。

爱泼斯坦遗产律师威廉·布卢
姆在一份给美联社的声明中说，将
公正处理所有对爱泼斯坦遗产的
声索。 （新华社）

美国军方19日宣布，前一天试射
一枚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

这次试射距离美国退出《中导条
约》不足3周。一名俄罗斯议员说，退
约后这么短时间内试射原违禁导弹，
显示美方早就打算废弃这一条约。

美国国防部发布简短新闻稿，说
当地时间18日14时30分，在西海岸加
利福尼亚州圣尼古拉斯岛试射一枚
常规弹头陆基机动巡航导弹，飞行超
过500公里，“准确击中”目标。

新闻稿说，这次试射所获技术数
据和经验将用于今后中程导弹研发。
配发的视频显示，导弹采用垂直发
射方式，从一个方形发射筒中升空。

五角大楼没有披露更多细节，
包括导弹型号和目标所处位置。一
名五角大楼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记
者，这次试射使用MK-41型发射
器，但测试的武器系统与部署在罗
马尼亚的陆基“宙斯盾”系统不同。

美联社报道，这次试射的是美
国海军现役“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改
型，属于《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

《中导条约》全称是《苏联和美国
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由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签署。条
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
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
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发射装置。

美方今年2月声称俄方长期违

约，从而暂停履约，同时启动为期6
个月退约程序，8月2日正式退约。退
约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
珀宣布，将开始全面研发陆基常规
中程导弹。美方暂停履约期间，美国
媒体以一些美国国防官员为消息源
披露，军方打算8月和11月分别试射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射程分别为
大约1000公里和3000至4000公里。

俄罗斯议会下院国防委员会副
主席尤里·什维特金19日告诉俄罗
斯卫星通讯社记者：“这次试射再次
证实，美国一直违反《中导条约》，先
前准备单方面退约。”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裁军问题专
家金斯顿·里夫告诉路透社记者：“俄
罗斯多年来一直指认陆基MK-41可
用于发射‘战斧’导弹，违反条约。即
便这次是这一组合首次试射，俄方无
疑会说这证实了他们的指认。”

俄罗斯方面说，美方称俄方违
约，是在搞“宣传攻势”。

“美国在《中导条约》失效后两
周半内试射条约禁止的陆基导弹，
完全是对国际社会的讽刺和嘲笑，”
俄罗斯议会上院国防委员会委员弗
朗茨·克林采维奇19日告诉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阻
止美国就这类武器获取优势，但无
意进入新的军备竞赛，可能以不对
称方式应对。” （新华社）

日本2011年福岛核电站辐射泄
漏后，大量辐射污水迟迟没有处理。
近期一些传言说日本有意将福岛污
水排入太平洋，招致韩国方面关切。

韩国政府19日召见日本公使并
递送照会，表达韩方担忧，要求日本
政府把污水处理方案“说清楚”。

韩国：担心受污染

韩国外交部气候环境科学外交
局局长权世重19日召见日本驻韩大
使馆经济公使西永知史，向他递送
外交照会，以表达韩国政府对福岛
核电站污水排入大海的担忧、要求
日本政府澄清传言并说明今后污水
处理计划。

韩国外交部告诉媒体，韩方在
外交照会里告知日方，福岛核电站
污水入海“可能对两国人民的健康
和安全、乃至对所有沿海国家”都造
成影响，“韩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向
国际社会更透明、更具体地说明与
福岛核电站污水处理相关对策”。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
域发生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福岛第
一核电站发生灾难性辐射泄漏。核电
站内1号机组和3号机组反应堆冷却
系统损毁，核燃料熔化。为控制反应
堆温度，东京电力公司注入大量冷却
水，因而产生含有辐射物质的污水。

韩联社报道，福岛核电站自2011
年以来平均每天产生170吨污水，预
期污水储存设施将在2022年夏季达
到容量极限。日方后续如何处置福岛
污水受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日本：没拿定主意

一名绿色和平组织专家近期在
媒体发表文章，说日本打算向太平
洋排放100万吨福岛核电站污水。不
过，西永予以否认，声称这一主张不
是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

西永19日回复权世重说，他会把
韩方立场转达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
将向国际社会和韩国政府更加透明
地公开福岛核电站污水处理信息。

韩国外交部官员援引日方官员
的话说，日本政府仍在商讨如何以
及何时处理福岛污水，同时也在着
手扩建污水储存设施。

日方正在考虑的污水处理方案
包括排入大海、蒸发后排入大气、埋
入地底深处、在核电站内新建储水
罐。其中，排入大海的成本最低、最
为便捷。韩方则希望日方继续储存
污水，短期内不要排入大海。

权世重提议，韩国与日本就福
岛污水处理事宜定期举行双边会
谈，以联手探讨恰当方案、避免损害
海洋生态系统。

去年，日本政府一个工作小组梳
理福岛污水处置方法，认为排入海洋
和排入大气产生的影响“持续时间较
短”。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
更田丰志认为，排放入海是处理福岛
污水的“唯一办法”。日本不少民众和
渔业协会随即发声，强烈反对把辐射
污水排放入海。韩国同年10月向日本
表达担忧，敦促日本政府公开污水处
理计划。 （新华社）

恐福岛排污入海
韩国急召日本公使

牙口不好，吃不下饭，身体不好，带孙子有心无力！
“即刻用”种植牙，原来种牙只要一顿饭的时间

8月19日，河南多名网友爆料称，一位28岁的年轻妈妈杨某命丧河南南阳宛和医疗整形手术台上，留
下悲伤的亲人和一对不到两岁的双胞胎孩子。

20日，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关于宛和美容外科诊所整形手术致人死亡的情况说
明》，称公安部门已对现场进行查封，经初步调查，宛和美容外科诊所是一家经宛城区卫健委批准的私立
医疗机构。参与此次手术的主治医师、麻醉医师、护士均属于有资质的卫生技术人员，但麻醉医师未在该
机构注册，属于违规执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宛城区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获悉，这是目前的调查结果，接下来会交给
医政科和监督所处理。

事发当天
家属接到电话通知称“出了点事”

杨某的姐姐告诉记者，杨某是南阳市
眼科医院的护士，她的双胞胎孩子还不到
两岁，刚学会叫妈妈。就在两个月前，杨某
曾在宛和医疗整形做过隆胸手术，“当时
做完隆胸手术回去还和我弟弟（杨某丈
夫）发生了矛盾，所以这次手术，她谁也没
说，就和自己妈妈说要去做一个小手术，
之前她也只跟我们说这段时间要回娘家
住几天，没说原因。”

8月18日上午10点，杨某出门前给妈
妈打了通电话，称自己去宛和医疗整形做
手术。当天下午5点半，杨某的妈妈接到从
女儿手机拨来的一通电话，被该整形机构
工作人员告知其女儿“出了点事”，需要家
属过去沟通一下。此时，杨某的妈妈以为
是手术上的小事，却怎么也没料到，自己
的女儿命丧在了整形医院手术台上。

当天下午6点，杨某的妈妈和杨某的
二哥赶到该整形机构，但没有如愿见到杨
某，而是被拦在了二楼手术室外。杨某的
姐姐告诉记者：“一开始机构工作人员百
般阻挠，不让家属上去，后来实在拦不住
了，便说杨某陷入了昏迷。”听到杨某“陷
入昏迷”，其二哥立即拨打了120，却被告
知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120急救已经来
过，并已宣布当事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记者联系当地120，对方表示该整形
机构所在地区确为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出警辖区，如果要查出警记录，需要开具
当地派出所相关证明。

女子丈夫称：
涉事医生没有相应手术资质

家属报警后，当地警察介入调查，在警察和法医初
步工作结束的时候，杨某的丈夫才匆匆看了一眼杨某
的尸体：“看到时她整个脖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
鼻子和眼睛也有血流出。”

杨某的姐姐告诉记者，为了做术前术后对比，杨某
曾拍了几张脖子的照片，记者从她提供的照片上看到，
杨某的脖子当时并无任何伤痕。

杨某的丈夫张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没有看到与手
术相关的纸质文件或者合同，唯一一份有杨某签名的
文件，张先生看过后表示并不是杨某的字迹。

张先生还称，这家整形机构并没有相应的手术资
质，“该机构执业医生备案的是一级资质。”经调查，杨
某做的是颈部脂肪填充手术，张先生称，宛城区卫健委
查了主刀医生的资格证，说他们是一级医生，并不能从
事颈部脂肪填充这样的二级手术。

老挝车祸致13名中国公民遇难
旅游团来自南京 游客多为中老年夫妻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确认，一辆载有中国游
客的旅游大巴19日在老挝发生严
重交通事故，截至北京时间20日13
时，车上44名中国公民中，13人不
幸遇难，31人受伤。耿爽说，受伤人
员均已转至琅勃拉邦市，部分在旅
馆安置，部分在医院救治，其中2人
重伤，尚未脱离危险。2名老挝公民
受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8月19日下午，一辆载有中国
游客的旅游大巴在距离老挝琅勃拉
邦市约40公里处发生严重交通事
故。车上共载有46人，包括44名中
国公民和2名老方人员。

耿爽说，获悉事故发生后，中国
驻老挝使馆和驻琅勃拉邦总领馆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协调老挝军
警、地方救援力量和中资企业、领事
协助志愿者等开展救援。驻琅勃拉
邦总领馆总领事连夜率工作组赶赴
现场开展工作。

20日清晨，正在老挝参加中国
—老挝“和平列车—2019”人道主
义医学救援联合演训暨医疗服务
活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队，根
据此次车祸情况配备紧急救援需
要的各科室医生，会同老军医务人
员，赴当地执行伤员救治和前接任
务。“目前，事故处置工作仍在紧张
进行。外交部和中国驻老挝使领馆
将继续跟进并持续发布有关情
况。”耿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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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死亡两天前签署遗嘱
遗产估值超4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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