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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的早晨，天府新区成都
直管区武汉路西段，多辆车发生事
故。交警部门婉拒了采访，事故详情
不得而知。一位市民的行车记录仪
显示，几公里的路，至少15辆车卷入
事故。

值得关注的是，不止一位司机
反映：路面打滑。

早高峰的武汉路西段/
多车发生交通事故

黄女士上班的路线是剑南大
道-武汉路西段-天府大道。和以往
一样，早晨8点30分她驾车出门。8点
45分左右，她从剑南大道上了武汉
西路的匝道，“就看到有一辆车冲上
了绿化带。”接着，她驶到武汉路后，

“发现对面的匝道上还有车追尾。”
继续往天府大道方向开了几公

里后，黄女士发现主道堵车了，辅道
也非常堵，“而且一路上能看到绿化
带上还有事故车，主道里边也有多
起碰撞追尾。”黄女士说，沿着辅路
走了1公里，发现辅路里边也有事
故，“车轮都掉了；再走几十米，又是
碰撞。”她印象中，那时主道上已经
有警察，主路也封了。

“几公里的路，多起事故。”黄女
士提供的行车记录仪的部分视频
中，至少15辆车被卷入事故，主要集
中在武汉路西段嘉州路口附近。她
告诉记者，堵车时好像有一点小雨，
车窗玻璃上有一层水，“但是自动雨
刮器都没有动。”

武汉路西段，今晨网友梁先生
也开车途经了那里。他拍下的照片
中，至少有5辆车发生了事故。他表
示，自己曾点刹车，“有异响，差点刹
不住。”他怀疑路面有问题，“但是当
时在车上，没看到路面有什么。”

路面有油迹/
不能判断是否为事故中留下

10点前后，记者来到武汉路西
段时，从府河往东的主道仍然呈封
闭状态，几个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路
上留下的事故车辆碎片。继续往东
行驶，在嘉州路口附近的一处上坡
弯道位置，两辆拖车司机正在拖
车，路中间超过百米的栏杆缺失，
记者在绿化带里看到了它们——
有的明显被撞弯了，栏杆的基石也
被撞出缺口。一位拖车司机表示，
待拖的那辆汽车是因为撞到了落在
路上的栏杆。

往前不远的路上有一团油迹，
不过记者被告知，不能判断油是事
故前的，还是事故中车辆留下的。
很快，便有洒水车开了过来，来回
冲洗路面。一名交警向现场的城管
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曾有人反映“路
上打滑”。

司机推测/
和路面湿滑有关

从武汉西路嘉州路口继续往前
大约一公里，又是一处上坡弯道，一
辆车撞上绿化带里的路灯杆，交警
正在处理。

司机告诉记者，他也是今天早
晨多车事故中的一员。他说，上午7
点过开过武汉路西段，“当时就看到
有不少车出了事故，对向一辆大货
车还把路中间的栏杆基石撞出去
了。”他以为是车辆追尾，“就没注
意，哪知道开到这里时车子打滑，要
撞向中间的栏杆，我赶紧打方向，就
冲进了绿化带。”

司机表示，起初自己以为是路
上有油，“但是也没找到。”他说，早
上路面湿润，“怀疑跟路上的湿润程
度有关系。”

记者联系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
七分局试图了解事故详情，不过被
婉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
亮 胡挺 摄影 刘海韵

武汉路西段发生交通事故

多名司机称
“路面打滑”

11月19日，来自四姑娘山景区消息，在小金县四姑
娘山保护区内，由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

“西南山地”组成的自然科普片拍摄团队，在该景区海子
沟利用高画质红外触发自动相机多次拍摄到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

视频中，这只雪豹多次巡视它的领地，并在镜头前
嗅闻和留下气味标记，时长超过1分钟，这是四姑娘山第
一次记录到野生雪豹的清晰影像。四姑娘山风景区属青
藏高原邛崃山脉，主峰幺妹峰海拔6250米，是邛崃山脉
的最高峰，此次红外触发自动相机更是捕捉到了幺妹峰
与一只雄性成年雪豹同框的珍贵画面。

据悉，雪豹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
压计”之称，是国际濒危野生动物、中国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作为高原生态系统中的旗舰物种，它生性警
觉，人们很少发现其踪迹。1996年《中国濒危动物红
皮书》已将其列为我国濒危物种，目前中国是雪豹最
大分布国，涵盖其60%的栖息地。此次四姑娘山景区
拍摄到雪豹，说明保护区内拥有适宜雪豹生存的高
海拔生态环境。

此前，卧龙保护区分别于2017年、2018年两次拍摄
到“一母带三崽”的珍贵雪豹影像。

据了解，自2009年卧龙首次拍摄到雪豹影像以来，
四川的石渠、新龙、白玉、康定等地已多次通过红外线触
发相机获取到雪豹影像。

“过去人们一直关注四川的大熊猫，其实雪豹作为
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也需要公众同样的关注。而且，四
川处在中国雪豹分布区的东部边缘，这里的雪豹与其他
地区的种群相距较远，开展保护更显紧迫。”长期从事雪
豹研究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李晟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一辆轿车开上绿化带撞上指路牌杆

雪豹与四姑娘山幺妹峰同框

四姑娘山首次拍到野生雪豹清晰影像

雪豹与幺妹峰同框

医生：在放电，放完就好了……
医院称跟患者解释过放电过程，治疗后有3到6个月康复期

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又被叫做天下第一痛又被叫做天下第一痛。。家住成都新都区的梁女士饱受数年三叉神经痛折家住成都新都区的梁女士饱受数年三叉神经痛折
磨磨，，前段时间发作频繁前段时间发作频繁，，老伴罗先生通过百度搜索到一家老伴罗先生通过百度搜索到一家““成都西南面神经疾病研究院成都西南面神经疾病研究院””的的
医院医院，，对方表示对方表示““医院有最先进的微创技术医院有最先进的微创技术，，特邀北京的专家来做手术特邀北京的专家来做手术，，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随后随后，，梁女士在这家医院接受了连续三次手术治疗梁女士在这家医院接受了连续三次手术治疗，，但病情却没有明显好转但病情却没有明显好转，，甚至甚至
一度频繁发作一度频繁发作，，一晚上发作一晚上发作3030多次多次，，间隔时间最短仅两三分钟间隔时间最短仅两三分钟。。老伴罗先生说老伴罗先生说，，医生解医生解
释释，，这是正常的放电现象这是正常的放电现象，，放完就好了放完就好了。。而在出院回家后而在出院回家后，，梁女士的三叉神经痛依旧频繁梁女士的三叉神经痛依旧频繁
发作发作，，不敢吹风受凉不敢吹风受凉，，晚上疼得睡不着晚上疼得睡不着，，已无法自主生活已无法自主生活。。

对此对此，，医院解释说医院解释说，，梁女士接受的不是手术而是梁女士接受的不是手术而是““微创理疗微创理疗”，“”，“北京专家北京专家””是指曾在是指曾在
北京医院进修过北京医院进修过，，退休后在本院工作……退休后在本院工作……

记者
暗访

医院客服：设备是进口的 专家来自北京多家医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通过网

络搜索该医院联系方式咨询，但在搜
索时发现，输入“三叉神经痛”等关键
字，网页跳转却是“成都医附三叉综
合门诊部”，通过“天眼查”查询工商
登记信息，相同地址上医院名称又为

“成都西南面神经疾病研究院”，页面
网址同样跳转“成都医附三叉综合门
诊部”。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
网站查询，“北京专家”贾志强的执业
登记信息为“成都医附三叉综合门诊
部”，且没有多点执业登记信息。

记者以家人患有三叉神经痛为

由，通过网络上的弹窗联系到客服人
员，客服人员介绍了“MTN超微创介入
修复治疗”，采用进口的精微仪器设备
的治疗方式，“在面部经颅孔位置进入
吸引受损神经周围的液体胶原蛋白组
织，包括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来达到治
疗受损神经的目的”，“一次性治疗过
程”“不需要开刀，风险比较小，恢复比
较快，效果比较好”，并明确表示有来自
北京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协和医院等
三甲医院的专家，建议到医院咨询。在
与客服人员的沟通中，记者第一次得
知，贾志强医生来自北京宣武医院。

记者来到医院咨询，被医生助理
带入二楼“看诊室一”中，对方开始了
详细地介绍。“我们做的是微创手术，
100%成功，零风险，做完马上就不疼
了，当天就可以回去了。”在看诊室
中，医生助理反复向记者强调，手术
治疗的效果是零风险的，“就一根针，
扎进去后，找到穴位，给它修复，手术
后马上就可以恢复。”

“我们是成都首家引进有3D机器
人导航治疗技术的，只有我们家是有
进口的智能机器人导航设备的，别的
家都是盲做的，没有导航。”助理介绍

道，西南面部神经疾病研究院治疗三
叉神经痛采用的是MTN治疗修复技
术，在手术中用到的智能机器人导航
设备、针等全是从美国、德国等进口
而来。

“二三线城市有这个治疗技术的
医生是从北京学习后才回来做的，只
有我们医院是北京的专家每周特地
过来做一次，进口的针也是他们带来
的。”而这一次，医助人员介绍，贾志
强主任来自“北京武警医院”、严涛主
任来自“北京彭胜医院”，还有孙姓主
任等都是北京来的专家团队。

医生助理：“北京的专家每周特地过来做一次”

院方
回复 1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武侯区的

“成都医附三叉综合门诊部”。在一楼大
厅，贴有专家团队的照片和介绍，记者
注意到，为上述三位患者做手术的贾志
强医生是中华面神经医学医师联盟委
员，且是中国首批临床微创术学者。

记者表明采访来意后，该医院一
位自称医务科负责人的郑先生与记
者通过电话沟通。他表示，梁女士确
实在医院就诊过。任何治疗都有恢复
过程，第一次治疗后，梁女士表示仍
在痛，所以做了第二次。对于“放电”
的说法，郑先生解释说，三叉神经痛
的临床表现就是刀割、闪电、撕裂一
样的疼痛，很难受，这就是“放电”，专
家给患者解释说（术后疼痛）放电过
程，慢慢放电完后就好了，医院也与
患者进行了沟通，治疗后有3到6个月
的康复期。

而对于微创手术，郑先生表示，
梁女士接受的不是手术，是微创理
疗，不是等同于开颅、心脏搭桥这样

的手术，而是一个非常小的理疗。“要
看你们怎么定义手术和理疗。”

郑先生表示，医院使用的进口设
备，是检测患者的异常放电，通过微创
理疗进行治疗，术前的同意书都做到了
告知。郑先生解释说，这个进口设备是
通过照射面部神经分布，精准定位病
灶，就像B超一样。对于小张的治疗情
况，郑先生表示，任何治疗都有恢复过
程，医院也一直与患者有沟通，也建议
他们可以进行医疗鉴定等司法程序。

记者进一步询问北京的医生专家，
郑先生确认了是“专家团队”中的贾志
强医生，但表示，其是曾在北京的医院进
修过，是退休后到医院工作的。记者再次
询问贾志强医生曾在北京哪家医院工
作，郑先生仍表示需要问下领导。记者询
问，微创理疗所用的进口设备，是否需要
向卫生部门报备，郑先生表示是需要的，
但相关资料在领导保险箱内。截至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稿时，仍未
收到医院关于上述问题的确认回复。

成都某三甲医院一位神经外科副
教授说，三叉神经是脑神经中的第5
对脑神经，也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管
理着脸部、口腔、鼻腔等区域的痛觉、
温度觉和触觉，另外运动神经还支配
着咀嚼肌的运动。三叉神经痛，是因为
三叉神经的传导通路出现了问题。导
致三叉神经痛的原因多种多样，血管、
肿瘤压迫，或是病毒性感染例如疱疹，
或是牙齿牙髓的炎症等，都可能会引

起三叉神经痛。
该医生解释说，目前，除了药物

治疗，手术方式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方
式多为破坏神经造成传导阻滞，令患
者感受不到疼痛，三叉神经及半月神
经节封闭术，“经皮穿刺微球囊压迫
术”，或者采用微血管减压术剥离压
迫神经的血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许媛萍 摄影记者 张直

专家
声音

手术方式治疗三叉神经痛
多为破坏神经造成传导阻滞

去百度推荐的医院做手术
对方称“德国进口设备、北京专家操刀”

梁女士是在三四年前开始发作三叉神经痛
的，接受药物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但半个月
前，疼痛次数增加。“我们对这个病也不懂，就在网
络上通过百度搜索成都哪个医院治疗三叉神经痛
效果最好。”梁女士老伴罗先生告诉记者，网页上
弹出了三家医院，“成都西南面神经疾病研究院”
在第一位，通过网页上的咨询对话框和热线电话，
客服人员表示，需要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11月4日，罗先生和儿子陪同梁女士到医院，先
跟随工作人员观看了宣传片、了解三叉神经发病机
制、治疗方式等等，再做检查，除了血常规、心电图
等检查项目外，梁女士说，医生还用一种电击的方
式刺激面部检查，“一点（面部），疼得不得了。”这次
检查费用一共花了425元。

罗先生说，检查完后，医生表示可以做微创
手术，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可以直接回家，效果
很好，费用为1.5万元，“我们在想是什么高科技
要这么贵，对方说是德国进口的先进设备，耗材
费也贵。”罗先生说，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最先
进的智能机器人3D导航技术，可以自动精准定
位病变神经，用的是MTN神经介入修复治疗体
系，治疗的时候没有痛苦。罗先生说，自己还联
系了别的医院，想去看看。对方劝说，那都是综
合医院，而自己是专科医院，做手术的专家都是
定期从北京来的。

医院称“手术顺利”
她术后却频繁发作，已无法自主生活

罗先生和儿子商量后决定，就在这家医院做
手术，并缴纳了手术费用。6日上午11点42分，来自
北京的专家贾志强医生为梁女士做了手术，持续
26分钟，12点08分，梁女士就出了手术室。“说配合
得很好，手术顺利。”罗先生说，当晚，老伴留院观
察，7日，老伴病情有所好转。但8日早上开始，梁
女士就开始频繁发作，十多分钟就发作一次。

9日上午，医生开了药，但只控制了50分钟，

医生邀请了华西医院的一位姓孙的专家会诊，并
在11月9日下午2点16分，为梁女士做了第二次手
术，但情况仍然没有得到缓解。11日下午4点，又
做了第三次手术，“医生说这次会做得深一点，让
我们暂时不要服用药物。”罗先生说，从下午开
始，老伴频繁发作，到次日凌晨，自己记录的就有
30多次，最短的两三分钟就发作一次。无奈下，梁
女士恢复服用止痛药。“我问是什么原因，他们说
是正常的‘放电’现象。”罗先生说。

14日，发作次数不那么频繁的梁女士出院回家。
罗先生说，但回家后，老伴的三叉神经痛依旧频繁
发作，捂着帽子、口罩，不敢吹风受凉，晚上疼得
睡不着，已无法自主生活。

22岁女孩接受治疗后
面部神经受损，半年后仍未恢复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位年轻女孩也在该
医院接受过相同的手术治疗面肌痉挛，但术后面
部神经受损。2018年国庆假期，在重庆工作的22
岁四川人小张，通过网络搜索成都治疗面肌痉挛
的医院，网页推荐的第一位“成都西南面神经疾
病研究院”。同年12月30日，小张到医院检查，医
生表示面肌痉挛是因为面部神经的肌鞘脱落，导
致局部神经损坏，需要注射填补修复面部神经，
向她推荐了MTN微创术。

小张说，她先缴纳了500元预约金。2019年5
月8日，小张再到医院缴纳了1.57万后，北京专家
贾志强医生为她做了手术，“就感觉有一根细针
从耳后进去。”小张说，她隐隐觉得，有物体注射
进自己面部。20分钟后，手术结束，医生表示1到4
个月可以恢复。

但术后小张就发现，自己眼睛闭合不全，右侧
没有抬头纹，嘴巴下歪，“相当于右侧面部瘫痪
了。”小张说，自己询问过，医护人员表示是正常
的。4个月后，小张的面部情况没有缓解，医生又
说，可能个人体质，恢复时间需要6到8个月，甚至
一年，能慢慢恢复到原来的位置。2019年国庆假
期，小张到一家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就诊，检查发现
面部神经受损。现在，小张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不是手术，是“微创理疗”

梁女士发病疼痛难忍时，罗先生帮着她按摩

微创治疗三叉神经痛微创治疗三叉神经痛，，术后患者一晚发作术后患者一晚发作3030多次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