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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明星一样请进门，
像狗一样撵出来！
”宁女士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给整形医院做代言的经历……
2017年时，
明星赵丽颖大火，
宁女士被四川悦好医学美容医院“相中”，
她称医院承诺要将她打造成为“成都的赵丽颖”。当年4月，
鼻部整形手术结束，但恢复却没有想象中顺利，由于伤口感染，她的左边鼻梁旁出现一个脓包，
“而脓包一旦破裂，整个鼻子都会被切
除。
”但这一切，
医院都未正面向她提及。
一个匿名电话提醒了她，
在紧急进行手术后，
宁女士的鼻子保住了，
但鼻子形状已被改变。宁女士多次找到医院协商，
双方均未达
成一致，
为此，
她被迫辞掉需要上镜的工作，
开始了为期3年多的“长途”维权。

北川两日两震

两次相距一公里，
属汶川地震余震

“整”
变形

“成都赵丽颖”没当成

手术后鼻子塌了
院方：手术确实出了问题
执法大队：将展开调查

宁女士手术前（右）和手术后（左）

意外：

被整形医院“相中”
要打造为“成都赵丽颖”

手术后感染出现脓包
取出假体后鼻子变形
拆线过后，宁女士的左侧鼻梁
旁就出现了一个无名指指腹大小的
脓包，但在吃了几个月抗生素后，
依
旧没有好转，脓包反而越来越大。
宁女士说，术后4个月的一天，
她突然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电话里
的人告诉我，她是悦好的工作人员，
她良心上受不了了，让我去把鼻子
的假体取出来。
”
随即她去到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
以及其他整容医院
进行咨询，得到的回复均是“得立即
把假体取出来，
不然脓包一旦破裂，
整个鼻子都会被切除掉。
”
听后，
宁女
士被吓得不轻，
立即找到悦好医院取
出了假体。而假体取出后，宁女士才
发现，
自己鼻子的形状已经被改变。
宁女士说，由于取出太晚，
假体
已与软骨长在一起，
所以在手术时，
把她鼻部原本的软骨也一起取掉
了，
“现在，我的鼻梁、鼻头、鼻中隔
几乎没了，戴口罩也必须留一个缝
隙，要不然就感觉呼吸困难。”
“若能发现感染立即取出，
就能
恢复原样，不至于鼻子现在畸形，
挛
缩严重。”宁女士认为，是医院故意
隐瞒感染的事实，导致她错过了最
佳取出时间。她表示，她作为代言
人，一周七天，有四天都会去医院拍

各种形象照以及宣传片，
“竟然没有
一个人提醒、告诉我，
我感染了。”
事发后，宁女士曾投诉到金牛
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以及金牛
区卫生健康局，
今年，
她正式向法院
提交诉状，
把悦好医院告上法庭，
目
前该案暂未宣判。

赔偿金额谈不拢
希望患者走司法途径

对此，悦好医院行政院长韩
女士向记者表示：
“ 当时医院想
做一些案例，所以她来做手术一
分钱都没收，但做出来确实也出
现 了 一 点 问 题 ，这 我 们 也 承 认
……但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给
她解决。
”
为何事情现在会陷入僵局？
韩院长表示，因为双方对赔偿金
额的要求差距太大，
“ 她要求赔
偿37.5万，我们算出来不可能有

鉴定：
病历中手术时间前后不一
被成都医学会终止鉴定
由于案件需要做鉴定，
此前，
宁
女士拿着医院提供的病历去做鉴定
时，
却被质疑病历真实性出了问题，
被成都医学会专家组终止了鉴定。
病历真的有问题吗？
记者从宁女
士提供的病历中看到，
手术时间、
手术
输血时间等均为4月17日，
但在《麻醉
记录》中，
手术时间却变为4月18日。
同
时，
在麻醉医生签名处，
也出现了两个
医生，
分别是朱某以及亢某林。
宁女士
怀疑，
自己的病历被医院
“篡改”
了。
在走法律程序的同时，宁女士
也与医院协商过。10月14日，当宁女
士去医院沟通时，院方表示希望走
司法途径解决。
宁女士说，
在手术失败后，
她辞
掉了需要上镜的工作。
这几年中，
她
在多个部门间来回取证，耗时、费
力，已花费数万元。宁女士希望，医
院能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出面对
鼻子进行修复。

执法大队

今年9月23日，宁女士再次到医
院协商，被医院保安强行“请”了出
去。
宁女士现在见人都戴着口罩，
怕别人一眼就看出自己整形失败的
鼻子。而在摘下口罩后，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正面看到，她的鼻
孔外翻，从侧面看，其鼻头比常人高
出许多，与整形前的照片相比，有一
定差距。
宁女士告诉记者，2017年4月，
她陪朋友到四川悦好医学美容医院
（以下简称：悦好医院）做咨询时，
由
于长相与赵丽颖有些神似，医院运
营部工作人员便希望她能成为医院
的形象代言人，
“要把我打造成为成
都的赵丽颖。”宁女士说，由于当时
自己刚毕业，
经不住诱惑，在院方多
次劝说之下，
她便同意了。
打 造 是 免 费 的 ，手 术 费 一 共
42600元。
“ 噩梦从此开始。”宁女士
告诉记者，手术是4月17日进行的，
在术后一周拆线时，自己的鼻子就
出现了感染的迹象，
“当天在出医院
大门时，护士悄悄叫住我，让我回去
输液，吃抗生素，
不停地换着几种抗
生素吃。
”而当宁女士询问这些治疗
为何不在医院做时？护士则回应“你
已经出院了。
”

医院回应

患者：

那么多钱。
”
对于宁女士提出的病历被
修改的质疑，韩院长表示“这个
问题具体要等医院律师上庭去
解释，
我们暂不方便陈述。”
她表示，此前双方都一直在
协商，可以在成都找一家双方都
认可的医院去做修复，也几乎达
成一致，后来因手术费用没能最
终谈成。现在，院方希望患者走
司法途径。

暂不确定是否篡改病历
将到医院进行调查

对此事，金牛区卫生计生监
督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此前
确实接到过宁女士的投诉。对于
宁女士所反映的病历疑遭篡改
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暂不确
定院方是否篡改病历，他们将到
悦好医院进行调查。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宁女士
是2017年4月的病历，
当时国家施
行的是《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
行）》“
，当时并没有相关的处罚条
文。
”
2018年10月1日，
《医疗纠纷预

防和处理条例》正式施行，
才对病
历书写不规范有了明确的处罚。
工作人员说：
“我们作出行政
处罚都要有法律依据，而在2018
年10月1日以前，没有处罚条例，
所以无法进行处罚。
”
对于宁女士
的情况，
他们也将进行商讨，
对宁
女士的其他疑问，他们也将在进
行调查后给予回复，同时也希望
宁女士能与医院进行协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摄影报道

子虚乌有的
“同居诉讼案”
当地法院已撤销案件并处理当事法官

意外发现
女儿曾起诉“同居男子”
2017年，敖某兰正在跟开发商
打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官司，
作为母亲，郭友琼陪女儿敖某兰去
营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咨询开发商
办理房产证的事情时，意外发现女
儿此前还有多起诉讼，其中包括一
起“同居析产纠纷案”，但女儿却毫
不知情。
随后，郭友琼在法院档案室里
找到了这起诉讼的相关诉状和编号
为（2013）营民初字第965号的民事

敖某兰莫名其妙当了原告，
倍感委屈
裁定书，法律文书里关于原告的身
份信息及其住址，正是女儿敖某兰。
随后，郭友琼询问女儿，但女儿称自
己不知道这起诉讼，甚至根本不认
识诉状里跟她“同居”
的男子。
郭友琼提供的一份民事诉状内
容显示，原告敖某兰以“同居关系析
产纠纷”案由起诉被告罗某，
请求法
院判令同居期间所购家具归原告所
有。该诉状称：
“2013年1月经人介
绍，我与被告谈恋爱不久便同居生
活，同居时我买了一套家具到被告
家……我现在已与他分手了，但被
告却不让我把家俱拿走……”诉状
有“敖某兰”手写签名，落款日期为
2013年5月3日。
2013年5月6日，营山县人民法
院就该案作出民事裁定称，原告敖

某兰以与被告罗某私下协商为由，
于2013年5月6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
请。
法院认为，
敖某兰申请撤诉符合
法律规定，
准许其撤回起诉。
敖某兰称，她此前从未向营山
县人民法院递交过“同居析产纠纷
案”的诉状，自己莫名其妙当了原
告，
此外，
诉状中的签字也不是自己
所签，至于诉状上与自己“同居”的
男子罗某，
她根本不认识。
而事实上，在上述“民事案件”
发生时，
敖某兰早已结婚，
和丈夫刘
某一起生活，
还养育有一个孩子。

检方介入

法院处理
撤销案件，当事法官暂停办案

认定系虚假案件
10月19日，记者前往该案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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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当事人罗某的老家，
村里人表示，
罗某常年在外打工并不在村里生
活，
其妻在营山县城照管孩子。
按照上述“同居关系析产纠纷”
案诉状里的说法，罗某与敖某兰在
2013年1月经人介绍恋爱后同居生
活。
对此，
熟悉罗某的村民们表示并
不认识敖某兰，早在2013年以前，罗
某就已结婚成家，而且和妻子养育
有一个孩子。
2017年，郭友琼带着女儿找到
营山县人民检察院举报。10月20日，
营山县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查科
主任任专详告诉记者，当年在接到
郭友琼母女反映的相关情况后，检
察机关随即展开调查，并联系了在
外打工的罗某回来了解情况，当时
罗某和妻子一同来到检察院。经过
调查发现，罗某跟敖某兰根本不认
识，
双方不存在同居关系，
也均未到
营山县法院处理过此案。
2018年3月1日，营山县人民检
察院向营山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
检察建议书》，
建议营山县人民法院
重新审理并撤销该案件，
经调查，
敖
某兰的证言证实了敖某兰与罗某互
不认识，不存在与罗某同居析产纠
纷案，也未向营山县人民法院起诉
过该案，
根本不存在该案，
罗某证言
证实两人互不认识，更未到营山县
人民法院处理过该案。
同时，
该案中
敖某兰的签字，经鉴定，
并非是敖某
兰所签，
该案系虚假案件。

2018年3月23日，营山县人民法
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营山县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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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以《再审检察建议书》提出检察
建议，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
讨论认为，
原裁定书主体确有错误，
撤销该院（2013）营民初字第965号
民事案件。
事后，
因为虚假案件的事情，
郭
友琼和女儿敖某兰将相关情况向上
级部门进行反映。2018年5月8日，营
山县人民法院给郭友琼出具了一份
答复意见书称：
“对于你反映的法律
责任的问题，
本院已向你释明，
当事
人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诉讼
等合法程序寻求救济……”
郭友琼称，法院事后愿意就虚
假案件一事给其提供2万元司法救
助金，但她今后不得再就此事向相
关部门反映，但郭友琼并没有领取
这笔资金。
郭友琼告诉记者，
她的诉
求是除了对女儿进行精神损失赔偿
外，办理这起虚假案的法官也应对
女儿赔礼道歉，同时也希望法院调
查这起虚假案件的真相，追究相关
办案人员的责任。
10月20日，营山县人民法院副
院长张翼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原裁定书当年作出之后，并未送达
给双方当事人，
也没有流入社会，
没
有对当事人的生活造成实际影响。
事后，当年办理该案的法官于某某
因为此事被法院书面诫勉谈话。法
院还已责令其辞去专职审委会委
员，
暂停员额法官办案。
张翼秋表示，因为时间过去太
久了，
已找不到当年的监控记录，
无
法查清当年递交诉状的具体情况，
他们也找办案法官于某某了解过情
况，
但对方表示时间过去太久，
记不
清楚当年的细节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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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 11 时 03 分，四川绵阳市
北川县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 20 公
里，震中位于北纬 31.83 度，东经 104.18
度。震中距北川县城 36 公里，距绵阳市
区 62 公里，
距成都市区 132 公里。
连续两日，
四川北川连发地震。
四川
省地震局专家分析，本次地震与前日 4.6
级地震距离约 1 公里，
位于虎牙断裂和汶
川-茂县断裂交汇区。此次北川 4.7 级地
震仍属于汶川余震区的正常起伏活动。
据四川省地震局消息，
经调查了解，
震区震感明显，广元、德阳、成都、资阳、
雅安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
房屋倒塌报告，震区电力、交通、通信等
设施正常。
经专家综合分析，本次地震与 21 日
4.6 级地震距离约 1 公里，位于虎牙断裂
和汶川-茂县断裂交汇区。
2010 年以来汶
川余震区出现过 7 组 4.5 级以上地震成组
活动现象，结合区域构造、地球物理观
测、余震序列等，认为此次北川 4.7 级地
震仍属于汶川余震区的正常起伏活动。
此次震中附近 50 公里内有 30 个地
震台站，100 公里内有 129 个地震台站，
台站平均间距在 10 公里，监测能力达
1.0 级，对余震有较好的监控。四川省地
震局一直持续监视跟踪和分析研判该区
域震情情况。
据介绍，震区属汶川地震灾后恢复
重建区域 ，房屋建筑抗震设防烈度为
Vlll（8）度，本次地震最大烈度为Ⅵ（6）
度，
低于设防烈度，
本区域多次类似地震
均未造成严重破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大熊猫母子
野外同框

视频截图

原被告互不认识 诉状签名系伪造

郭友琼没想到，自己在处理其
他诉讼期间，竟意外发现一起关乎
女儿敖某兰名声的民事诉讼——
保存在四川南充市营山县人民法
院档案室的相关诉讼材料显示，该
院2013年办理的一起“同居析产
纠纷案”的原告正是其女敖某兰，
被告则是一名陌生男子罗某。更蹊
跷的是，敖某兰对这起诉讼毫不知
情，更不认识诉状中与她“同居”的
男子罗某。
事后，营山县人民检察院介入
调查，确定该案中原告“敖某兰”的
签字非敖某兰所签，该案系虚假案
件。之后，检察院向营山县人民法院
发去《再审检察建议书》，法院事后
对原裁定进行撤销。
10月20日，营山县人民法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当年办理该案的法
官因此事被法院书面诫勉谈话，此
外法院已责令其辞去专职审委会委
员，暂停员额法官办案。

星期五

近日，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了一批红外相机资
料，
一组拍摄于夜间的视频，
清晰记录了
大熊猫母子同框的珍贵瞬间。
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高级工程师李良表示，这段视频拍摄
于保护区内小地名为椅子河坝林区的地
方，一只体型较大的大熊猫带着一只体
型较小的大熊猫，
正在打滚。
从大熊猫生
活习性和大熊猫个体大小判断，这是一
对大熊猫母子。
另一组视频，则让我们看清了大熊
猫是如何完成“标记”
的。
这只熊猫先是坐在树下，然后围着
树干不停地东闻闻西闻闻。
随后，
一个转
身，趴下了前身，抬起后腿，在树上蹭了
好几下。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大熊猫非常
普遍的一个行为，因为大熊猫在野外有
着领地占领的习惯，
到了一个地方，
留下
它的气味，像是宣告这个地方就是它的
领地。
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 大 熊 猫 为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总 面 积
50655 公顷。除大熊猫外，还有多种珍稀
动物和植物。此次整理的红外相机资料
中，
也发现了小熊猫、林麝等国家重点保
护动物的活动画面，展现了保护区内动
物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 （据央视）

兑彩票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0242
期开奖结果：828，直选：9617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12229注，每
注奖金346元。
（25889857.47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0242期
开奖结果：
82807，
一等奖72注，
每注
奖金10万元。
（419799112.44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 9 场第
20047期：
10313300010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20047
期：
10313300010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 场半全场胜平
负第 20047 期：
0033111300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 场进球第
20047期：
2330310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21日)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 2020243 期 开 奖 结 果 ：
25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 双 色 球 ”第 2020104期 开 奖 结
果 ：红 色 球 号 码 ：04 10 27 16
08 29 蓝色球号码：09 （以上信息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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