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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朝

本报讯 不到两天的
时间，200张门票被抢订一
空。这不，上周日，因世界
记忆大师吴天胜“最强大
脑”观摩会太过火爆，不少
家长未抢到票，主办方决
定在本周日举办第二场。
意外的是，消息刚一发出，
家长的抢票热情再度火爆
来袭。

上周日，河南日报报
业大厦4楼多功能厅因吴
天胜团队的到来，可容纳
数百人的座位座无虚席，
直到观摩会前一小时，咨
询电话还在响个不停。
有老教授带着小孙子来
的、有年轻妈妈带着孩子
来的，还有中年夫妻搭档
的，现场的四次互动，家
长们每次都领着孩子飞
一般地往台上冲，还有四
位随机挑选的小同学，经
20分钟现场记忆技巧培
训后，成功背下几十个无
规则数字，大家亲眼见到
了什么叫“过目不忘”、“倒
背如流”。

因上次的观摩会太过
火爆，以至于很多家长“下
手晚了”没能抢到票，在深
表遗憾的同时，不断致电
工作人员希望加场。对
此，为满足众多家长的需
要，经本报和吴天胜老师
协商，决定在本周日举办
第二场。

第二场“最强大脑”观
摩会的消息于11日刚一发
出，不到两天的时间，200
张门票再被抢订一空。当
然，尽管票早被抢完，但两
天来，票务热线始终仍在
繁忙中，“遗憾”、“怎么如

此火爆”……来电中，家长
们均在为没抢到票而“耿
耿于怀”。

“孩子上初三，之前学
习还可以，但也不知是压
力太大，还是有其他原因，
现在总是啥也记不住，即
便当时记住很快就忘。早
就听说过吴天胜老师的记
忆法，之前没机会，这次来
到郑州，一定得让孩子来
听听，我相信记忆是有窍
门的。”学生家长宋先生订
票时说。

目前，中国首位世界
记忆冠军、江苏卫视《最强
大脑》第一季国际赛冠军
选手、吉尼斯纪录保持者
吴天胜，带领团队已改变2
万多名学生的命运。如七
岁登上CCTV1《少年中国
强》表演记忆金鱼的读书
跳级神童赖胤丞、中考状
元韦力华、六次打破世界
魔方纪录考上清华大学的
庄海燕、考上中科院博士
的《最强大脑》中国战队冠
军选手贾立平等。

温馨提示：本场观摩
会时间：5月 17 日（本周
日）上午9:00（请家长带孩
子提前15分钟入场）；地
点：农业路经二路往东路
北报业大厦 4 楼多功能
厅。观摩会当天，凭入场
券退还50元押金。
咨询电话：

0371-65795602
65796192
13838309273

此外，上一场观摩会
前，有3位家长领票、支付
押金后没来。在此提醒，
若票丢失，只要领票点有
登记，同样退票；若没丢，
本周可同样来观摩。

□记者 刘学增

本报讯 受一股冷空
气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到
夜里，在我省的三门峡、南
阳、信阳、驻马店、漯河、
周口、商丘的大部分地区
都出现了阵雨、雷阵雨过
程，局部地区还出现大雨
或暴雨，同时部分地区雷
雨过程还出现了短时大
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
恶劣天气。

据省气象台的消息，
今天白天，信阳地区东部
还会有阵雨，但逐渐停止
转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则
基本回归多云转晴天气。

降水虽然停止了，需要注
意的是风，今天我省南部
预计偏南风2到3级转为
偏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
区偏北风4级左右。预计
今天，最低温度：西部山区
13-15℃，南部18-20℃，
其他地区 15-17℃；最高
温度：北部23-25℃，其他
地区26-28℃。

16日，也就是周六，全
省降水暂歇，大部分地区
转为晴天间多云天气。后
天，在本周日，我省的西
部、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将
再度迎来阵雨、雷阵雨，请
采取防护措施。

核心提示 | 近日一则《投诉商丘妇科医院小病大治 恶意敲诈女大学生1万多元》的帖子在网络上
热传。无独有偶，13日，商丘师范学院大一女生李非（化名）向本报爆料，称自己也被该院坑了。原本只
想做个常规妇科检查的她，却被医生又劝又吓，接二连三做了3次手术，花费7000多元，陪她一起看病
的室友，四处借钱凑够医疗费才得以脱身。

据李非介绍，她是商丘师范学
院大一学生，今年19岁，与男友谈
了3年。5月12日下午5点多，她
在学校门口看到商丘妇科医院的
宣传册，上面写着月经不调检查
18元，妇科炎症检查18元等宣传
语。她最近肚子有点痛，白带有点
异味，便请同学一起到商丘妇科医
院做检查。

“我看价格很便宜，而且离学
校近，我只想做个检查，大不了花
一二百元，就带了200元去医院，
哪知道花这么多。”李非说。

到商丘妇科医院后，一名朱姓
医生接的诊。朱医生先让李非做
彩超、阴道镜、尿检等检查。检查
完后，朱医生称李非盆腔积液过
多，宫颈糜烂严重，并让她先去挂
消炎水，做个消炎。

在付了167元后，李非去挂消
炎水，同时另一医生给其阴道消

炎，做清洁。过了一会儿，一名护
士走到李非身边，劝其做宫颈糜烂
手术，“不做以后严重影响生育。”
李非表示不愿意做。

“给我消炎时，我感觉下面（阴
道）疼，我让护士拿掉扩阴器，护士
却说给我下面抹药了，我不赶紧做
手术会更疼。我才答应做手术，朱
医生也说让我把盆腔积液手术做
了。”李非告诉记者，当时，她同意
只做宫颈糜烂手术，坚决不做盆腔
积液手术，但朱医生说不做宫颈泡
在里面，宫颈糜烂手术也白做了。

听到医生这样说，李非就在手
术单上签了字。因为钱不够，李非
便向朋友求助，请其帮忙借钱。

“我在手术室外面等她，啥情
况也不知道，她一个小女孩肯定吓
蒙了，本以为就一个手术，谁知道
接二连三地手术治疗，我们宿舍的
钱全搭上了。”李非的朋友说。

李非说：“我麻药刚醒，就看到
朱医生的助理站在我旁边，说我子
宫内膜少，正常的人月经后都是
15个以上，我只有三四个，让我趁
着麻药再做个手术，我不知道是啥
手术。”

李非称不做这个手术，也不愿
意在单子上签字。此时，朱医生就
吓唬：李非你子宫内膜少，以后不
好怀孕，就算怀上也保不住胎儿。
以后要是有啥事，你敢自己承担
不，你要敢承担就在单子上签上后
果自负。

在几名医护人员的劝说、吓唬
下，李非越想越害怕，便在手术单
上签了字。于是，李非再一次被打
上麻药，又做了一次手术。

本以为做完这次手术后，就可
以走了。可是醒来后，医护人员又
让她做名为“海谱尔斯”的理疗，说
其子宫不收缩，做这个可以收缩子
宫，防止粘连。李非再次表示不愿
意做，但医护人员又一次连吓带劝
地劝说。最后，李非还是做了海谱
尔斯和水疗排毒。

李非告诉记者：“我本来就是
做个常规检查，没想到做这么多手
术。我一直在手术台上，麻药刚醒
就让签字再做手术。总共下来，花
费了7000多元。”

最后，医生还叮嘱李非让其第
二天来复查，并让其在一张注意事
项单上签上“明天复查，不来后果
自负”几个字。

□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刘梦珂 文图

她来做妇检，却被忽悠做了仨手术
花了7000多，女大学生才脱身 专家称商丘妇科医院涉嫌过度医疗

走访 本想只做检查谁知稀里糊涂上了手术台

投诉 商丘妇科医院小病大治

近日，一则《投诉商丘妇科医
院小病大治 恶意敲诈女大学生1
万多元》的帖子在网络上热传。帖
子中称，商丘上大一的女生张琳
(化名)，和同学去商丘妇科医院看
病。女医生朱某给其检查，诊断结
果是宫颈炎(这种病本是妇科常见
病)。朱医生却说：你的病很严重，
不仅危及以后生育，还会引发其他
病变。因此，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还必须立刻做手术，并且手术费就
1000多元钱。之后，又陆续恐吓
张琳做了四五个手术，并威胁她：
明天不来复查，后果自负。

5月13日上午，本报接到一
名网友爆料，她朋友也遇到了和张
琳一样的情况，被坑了 7000 多
元。随后，记者见到这名网友和其
朋友李非。

受访 在手术台上被忽悠签字接着做手术

暗访
有些话不方便多说

5月13日下午，李非到商丘
妇科医院进行复查。朱医生告诉
她，再做个物疗。但李非表示不
愿意做。随后，本报驻商丘记者
站工作人员以李非家人的身份赶
到医院暗访。

本报暗访人员在李非的一叠
收费单上看到，宫颈修复（普美）
1318元，盆腔介入术880元，手术
费1500元，水疗排毒680元，海
谱尔斯2400元优惠后1800元。

朱医生解释说，她（李非）是
宫颈糜烂三度，做的宫颈糜烂手
术。她做了盆腔积液手术，从盆
腔里面抽出来的积液全是血色
的。她的子宫内膜回声不均匀，
所以做了子宫内膜消融手术。海
谱尔斯是分解粘连的，水疗排毒
是宫颈消肿的。让她第二天来复
查，不来复查后果自负。

暗访人员:她才19岁，这么
年轻，能做这些手术吗？

朱医生：就是因为她年轻，才
给她做这些手术。

暗访人员：她这么年轻，怎么
会得这么多病？什么原因会导致
这种情况？

朱医生：有些话我不方便说，
我不想给你说。

专家
这家医院
涉嫌过度治疗

5月14日，记者陪同李非一
起到商丘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检
查，并拿出李非在商丘妇科医院
开具的收费单。

商丘市妇幼保健院一名陈姓
主任医师对此收费也表示惊叹，
陈医师称：“没有一个正规医院给
患者抽积液的，除了宫腔和宫外
孕的情况抽，也只收50元。没听
说过‘海谱尔斯’、‘水疗排毒’这
些东西。”

商丘市中心医院妇产科王主
任告诉本报记者，子宫内膜回声
不均匀与内分泌有关，可用药物
调理，做啥手术。她们没有做过
这个子宫内膜消融手术。宫颈糜
烂手术治疗也不用麻药，不疼。
更没听说过“海谱尔斯”、“水疗排
毒”。

“这个私立医院是过度治疗，
想多收费。”王主任说，一般情况
下，手术前由家属签字，不会让手
术台上打过麻药的病人签字，除
非有特殊情况。

据了解，商丘妇科医院是家
民营医院。

5月中旬天气变化剧烈
本周日
我省西部、南部将迎雷阵雨

吴天胜“最强大脑”观摩会
第二场周日举行

李非拿出商丘妇科医院开的一叠收费单给记者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