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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8日下午
5时许，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此前报道的南阳宛和整
形致人死亡一事有了最新进
展，死者丈夫向记者展示了
南阳市医学会出具的南阳医
鉴（2019）018号的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本
病例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
故，医方负主要责任。根据医
疗事故分级标准，一级甲等
为最高级。

记者在南阳医鉴（2019）
018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书上看到，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委托人为南阳市宛城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患方患者姓
名杨雪，性别女，出生日期为
1991年 10月 25日。医方为
宛城宛和美容外科诊所，委
托事项为南阳市宛城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依法委托南阳市
医学会，对杨雪与宛城宛和
美容外科诊所医疗纠纷进行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患方观
点：医方非法行医致人死亡，
应承担责任。医方观点：医疗
行为无过错，同意进行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
鉴定书上显示，手术于

当日15时30分左右开始，麻
醉执业医师张蕾首次用丙泊
酚110mg静注，进行全身麻
醉，二次用微量泵每小时20~
25mg丙泊酚维持，用麻醉呼
吸机辅助呼吸。手术由国磊、
屈丰欣两位医生共同进行，
首先由国磊在患者大腿内侧
抽脂70ml，由屈丰欣进行脂
肪填充。麻醉医师张蕾陈述，
当手术进行至17时30分左
右，医生在对患者私密部进
行注射脂肪时观察到患者有
轻度呛咳动作，遂给予辅助
麻醉机面罩加压给氧，同时
监护仪测血压显示血压下
降，随即加快静脉补液并给
予多巴胺2.5mg静脉注射、
地塞米松10mg注射。随监护
仪参数显示心率、血氧饱和
度均快速下降，即给予阿托
品0.5mg静脉注射，同时给
予气管插管控制呼吸，嘱护
士赵勉拨打“120”急救电话，
并 给 予 肾 上 腺 素 注 射 液
0.5mg静脉注射，约1分钟左

右监护仪参数消失，触摸颈
动脉无搏动，立即进行心肺
复苏，同时间断静脉给予肾
上腺素1mg/次，经过约3分
钟胸外心脏按压，麻醉机控
制呼吸，患者生命体征恢复
(监测心率 102 次/分，血压
90/55mHg，血 氧 饱 和 度
92%)，持续约1分钟左右监
测参数再次消失。继续给予
心肺复苏，5~10分钟，“120”
医生到达现场，共同参与抢
救，并给予心电除颤，心率一
过性恢复后又消失。经抢救
无效，患者于18时左右被宣
布死亡。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还
对鉴定过程做了详细的说
明。

鉴定意见为：依照《医疗
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暂行办法》《医疗事故
分级标准》(试行)，本病例构
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
负主要责任。

死者丈夫称，目前当地
公安还未立案，正在催促相
关方面移交材料。

本报讯 10月25日，本
报AⅠ·10版以《记者去停
车，有的热情有的拒绝》为
题，报道了记者深夜暗访漯
河市机关事业单位落实停车
场、卫生间“双开放”的执行
情况。稿件刊发后，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0月
28日，记者从漯河市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了解到，该单位
通过自查，以及相关组织督
查暗访，发现工作中还存在
认识程度不高、开放不及时、
不规范等情况，针对存在的
问题，将立即整改！

记者了解到，该局下一

步将开展摸底调查，切实摸
清实际情况，对满足对外开
放条件的停车场和卫生间，
制发通告，对外公示，并在单
位大门口显著位置统一安装
了标识牌和导示牌，方便市
民就近使用。

除遇上级或本单位重大
活动，或其它特殊情况需临
时取消对外开放并预先对外
公告外，漯河市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卫生间将无条件全天
对市民开放；停车场节假日
期间全天对市民开放，工作
日期间可对市民错时开放，
并且均为免费使用。

本报讯 10月29日，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报道了郑
州张女士13岁儿子，从去年
7月至今年10月初，在多个
游戏平台、刷短视频时，偷偷
消费和打赏主播共计25万
余元，引发关注。

报道刊发当天，该事又
有了新进展。记者从张女士
处获悉，她的事已委托律师
即将在法院立案。有网友质
疑，为何孩子用手机玩游戏
长达一年多之久，难道家长
就没有发现吗？对此，张女
士解释，此前双休日也见到
孩子有时候在玩游戏，孩子
表示没有玩充值的游戏。再
加上有支付密码，当时也没

想太多，没料到还是出事了。
10 月 29 日下午，vivo

品牌公关相关负责人在受访
时称，他们平台游戏均需使
用实名登记的手机号码注册
账号方可进行登录，登录游
戏后会要求用户进行实名信
息补充登记。上述负责人表
示，目前他们已联系用户，用
户已同意提供相关资料。客
服那边已经收到了资料，在
走相关流程了。

“他们会派工作人员上
门进行核实。”张女士告诉记
者，她当天已按照vivo的要
求，提供了其手机实名制证
明材料。关于孩子的具体情
况，对方会和自己联系。

本报讯 10月29日，本
报以《“19年了，国庆，你还
好吗？”》为题，刊发了夏邑退
役军人刘国庆南下19年未
归、家人携网友提供的26秒
视频赴广西桂平寻亲的新
闻，引发多方关注。当天中
午，刘国庆的哥哥中振告诉
记者，在当地警方帮助下，终
于找到了视频中的那位男
子，是一位聋哑人，遗憾的
是，不是他的弟弟。

29日中午，中振告诉记

者，在桂平市公安局南木派
出所民警的帮助下，他们辗
转找到了视频中那位买东西
的男子，是一位聋哑人。

“他跟我弟弟长得很像，
叫黄雨星，只是没我弟弟
高。”一番交流后，中振得知
该男子比较有文化，也很有
故事，“原来他的哥哥也走失
了，他也一直在寻找，我们俩
加了微信好友，约定互相帮
忙寻亲。”

《13岁娃偷用妈妈手机“玩走”25万》后续

大河报介入后
相关平台正在走流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记者去停车，有的热情有的拒绝》后续

存在问题单位：立即整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广超 康飞

《“19年了，国庆，你还好吗？”》后续

视频里的男子找到了
可惜不是刘国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南阳宛和整形致人死亡一事有最新进展

市医学会鉴定：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河南籍新疆特警救父追踪

儿子取皮救父，
帅气形象由乌发变光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文 张琮 摄影

本报讯 河南籍新疆特
警张超超三年守卫边疆，没
回过河南老家。今年 8月下
旬，其父亲因意外，全身97%
面积特重度烧伤，生命危在
旦夕。在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大河报豫视频独家报道
后，短短四天，各界人士为其
捐款一百多万，到后来又多
次为其筹集爱心捐款数十
万，前后捐款达130万元。10
月18日，历经近俩月和病魔
的抗争，张超超的父亲张文
正从医院重症监护室出来，
转进普通病房。最新消息是，
10月28日，张超超也按医生

要求住院，于10月29日进行
取皮手术，取皮救父。为救
父，张超超年轻帅气的形象
一下改变，乌发变光头。

10月29日上午10点14
分许，张超超手术完毕。“超
超的取头皮手术很成功。刚
过麻醉两小时不能睡觉的时
间，就赶紧让他休息。中间
得一直叫着他，怕麻醉药对
身体有损害。”一直守在超
超身边的同学赵英豪说。10
月29日下午1点半，张文正
的移植手术也已完成，状态
一切正常。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

伤科三病区主任娄季鹤，目
前是超超和父亲张文正的主
治医生兼此次手术的主刀医
生。他说，超超是第一次头部
取皮，之后头发还会长出来。
这不影响。但因超超职业特
殊，他们尽可能让其头上不
留疤痕。这次手术，从麻醉到
结束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
很顺利。其父亲在移植儿子
头皮的手术当中，还是用了
升压药，说明病情还不是很
稳定，不过是在可控范围。接
下来要看头皮移植后长得咋
样，预计还要再从超超头上
取两次皮源。

娄季鹤说，张文正目前
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虽然
烧伤面积大于97%的烧伤病
人死亡率很高，因为只要有
感染源就会危及生命，但就
张文正来说，还是有治愈的
希望。之前，他们也救活过和
他烧伤面积差不多的病人。

“从今天情况来看，张文
正的病情还是可控的状态，
还是很有治疗价值的。我们
也在全力救治，他手的功能
可能会恢复。”娄季鹤说，考
虑到张超超家庭的特殊情
况，他们在手术室时，就和护
士长商量，“手术费用，能减
免一部分就给他们减免。”

张超超完成取皮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