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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正值情
人节，绵阳的霍女士到
美容纤体馆做火罐理
疗，迷糊中背上一阵灼
热的刺痛将她惊醒，扭
头一看，背部冒起蓝色
火焰，在技师去拿湿毛
巾准备灭火中途，霍女
士翻身下床自救，滚灭
上半身火焰。

送医后，霍女士被
诊断为 4%Ⅱ度烧伤。
在入院治疗费用和护
理费用方面，这家名为
贝纳利莎的美容纤体
馆和伤者家属各执一
词，互不让步。伤者家
属称一定要讨个说法，
美容院则请了律师，表
示一切按照法律规定
处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
清 摄影 刘陈平）小雨沙沙落，北
风呼呼吹，前几天升的温一下子
被收了回去，成都仿佛一夜从春
天回到了冬天。寒潮预警还在
继续，大家准备好秋衣秋裤，挺
住。

2月20日，四川省气象台发
布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预计
21~23日，四川大部地方日平均
气温将累计下降5~7℃。冷空
气说来就来，21日一觉醒来，成
都又是阴雨连连。雨水断断续
续地下着，寒风阵阵吹着，前几
天还在晒太阳喊热的成都人，自
觉翻出了厚衣服。

从20日晚9点到21日上午
9点，成都的气温只降了1.3℃。
然而，21日上午的风一吹，气温
一下就撑不住了。上午11时，
成都平均气温只有9.4℃，比前
一天低了5℃。除了成都，盆地
其他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午后
气温普遍只有7~10℃。

接下来两天，雨水渐停。今
天，除了雅安、乐山两市小雨转
阴，盆地其余市州都是阴天，明
后两天，盆地大部阴天间多云，
气温略微回升。

健康热线96111提醒你
缺牙可申请种植牙援助了

吃饭使不上力、牙肉会痛、
假牙咀嚼不牢固是很多缺牙市
民的困扰。步入老年的你，想拥
有一口好牙吗？长期以来，市民
对口腔保健的不重视，导致老年
人牙齿缺失率不断上升。

为关爱市民，厂家联盟100
万援助计划正式启动。有牙齿
缺失、牙齿脱落、牙齿缺损的市
民，请拨打028-96111，申请半
价种牙援助。
缺牙重生：好牙“种”出来

随着种植技术的发展，传统
假牙“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成
为过去时，种植牙可让缺牙“重
生”。种植牙缺哪颗种哪颗，不
会磨损健康牙齿，也抛弃了传统
假牙的钩和套，在外观上、功能
上，都与真牙类似。同时，一次
种植，可质保终生，被誉为人类
的“第三副牙齿”。
厂家100万援助，种植牙半价包干

为回馈缺牙市民，在“厂家
联盟100万援助”活动期间，拨
打 96111 预约的市民，可享种
植牙半价包干的活动援助，包
括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的整
颗牙齿！还有免费种植牙相
送，少花钱就能做好牙齿，安享
幸福晚年！
建立口腔档案，为缺牙者省钱

96111热线预约半价种植
牙援助正在火热进行中，缺牙
市民请拨打电话咨询预约。市
民还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指
定医院，建立口腔档案。建档
后，可享终生免费口腔检查，终
生免费保健洁牙，终生免费补
牙，免费儿童窝沟封闭等终生
免费项目！

骇人拔火罐背部“着火”

霍女士是绵阳涪城区人，今年47
岁。2月21日上午，在绵阳市中心医
院烧伤科，趴在病床上的她向记者回
忆了当时惊险的一幕。

2月14日，感觉肩膀不舒服，想着自
己在一家美容馆还有两次拔罐治疗没使
用，吃完午饭后，霍女士便来到了位于绵
阳市安昌路的贝纳利莎美容纤体馆。

“今年1月19日，我第一次到美容
馆去拔罐，交了200块钱，可以拔罐4
次。”第一次拔罐后，霍女士感觉还不
错，交钱后于1月23日再次拔罐治疗。

她告诉记者，2月14日下午3点20
分左右，她趴在美容馆的床上准备拔
罐。“每一次拔罐的技师都不同，所以当
时派来的技师是第一次给她做拔罐。”
霍女士回忆说，流程和平时没什么区
别，她便脱去上衣安心趴在了床上。

十分钟过去，迷迷糊糊的霍女士
忽然感觉背后一阵灼热的刺痛……

自救翻下床滚灭火焰

“我扭过头，看到后背上冒着蓝色
的火焰，非常疼，就大声问技师怎么回
事。”谈及事发情景，霍女士心悸不已，
她回忆称，技师回答她“酒精点燃了，
我去找湿毛巾”，“看到技师出去，我当
时痛得滚动起来，翻下床去。”

霍女士说，下床后，她在地上滚动起
来，火罐也被自己压碎，玻璃渣刺进背里，

“全靠自己在地上滚，才把火熄灭掉。”
随后，赶回来的技师和同事把霍

女士扶到另外的房间，进行了简单的
处理治疗。

诊断 伤者4%Ⅱ度烧伤

“我当时也懵了，想着出去拿湿毛
巾来灭火。”胡玉（化名）是当时给霍女
士做拔罐的技师，她证实了霍女士的
说法，表示自己做了3年多拔罐技师，
从未失误。造成客人被烧伤，皆因同
事拿来的一支火罐。

“考虑到霍女士肩膀不舒服，我就
叫同事多拿来一个火罐增加治疗强
度，没想到消毒的火罐上有酒精。”胡
玉称，她没注意到这一点，才造成了这
次事故。

烧伤科王医生告诉记者，霍女士
是背部、右侧胸壁、右上臂4%Ⅱ度烧
伤，“这种程度的病情，一般情况下花
费6000元，2周就可以出院。”

惊心
理疗

的

拔罐引火烧身
女顾客Ⅱ度烧伤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
网上买海鲜，到货时冰袋化成水，
海鲜已经有异味了；超市买了一袋
小米，打开一看，已经生虫了……
食品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为关心
的话题。2月1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推出“维权先‘封’华西-
封面3·15诚信消费在行动”，开通
四大维权渠道，倾听消费者的声
音。在消费者的投诉中，涉及食品
安全的问题不在少数。

经统计，食品方面的投诉主要
集中在散装食物和预包装食物。
专家表示，在购买食品时，一定要
仔细阅读包装上的相关内容，“预
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
签应当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
产日期、成分等共计八类强制性标
注事项。”在购物时，一定要检查食
品包装是否有裂缝、破损。

此外，专家还提醒消费者，一定
要养成保留购物小票的习惯，发现问
题食品或药品，及时与卖家沟通，沟

通无果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协会求助，或者向法院起诉维权。

你在消费过程中是否遭遇陷
阱？你在维权中还有什么困惑？目
前，成都市工商局及成都市消费者
协会、四川省食药监局、成都市食药
监局、四川省质监局正式确定加入
我们的打假联盟。我们的四大维权
渠道24小时为开通，您所反映的问
题，我们将在分类整理后，第一时间
告知相关部门，并集中给予回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柳锋）3
月1日，我省针对食品小作坊、小经
营店及摊贩监管的第一部地方法规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及摊贩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将正式施行。这意味着，我省2万余
家食品小作坊、23万余家小经营店，
以及不计其数的摊贩均将纳入监管
范围。换句话说，下月起，在四川，哪
怕是烧烤摊也要求备案登记了，并
依法进行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21 日，记者从省食药监局获
悉，历时5年、涉及全省25万余经
营主体的《条例》于去年11月30日
在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通
过，将于3月1日起正式实施。

截至目前，我省有食品小作坊
2万余家，小经营店23万余家，其
中，小餐饮近10万家，小食杂店13
万余家。在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及摊贩(以下简称“三小”)领域，食品
安全问题易发频发，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较为突出。

《条例》明确，鼓励食品摊贩进入
区域经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
品监督行政部门对辖区内的“三小”
生产经营行为实施监督管理。食品
摊贩经营者应当到经营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登记，
并提交身份证明、住所、联系方式、健
康证明等材料。几个工作日后，就会
取得一张登记卡。乡（镇）人民政府
或者街道办事处可以对行政区域内
的食品摊贩主动进行登记。也就是
说，从3月1日起，在四川，哪怕是烧
烤摊，也要进行备案登记。

对于违反相应条款，《条例》也
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三小”转让、出
租、出借、伪造、涂改备案证的，将被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拒不改正的，对
食品小作坊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罚款，对食品小经营店处200元以
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性质较为
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
设置了起点为20000元，直至高达
货值金额20倍罚款的行政处罚，此
外，还可能被处以“5年禁入”。

冷空气杀回马枪
成都仿佛一夜入冬

惊悚事·理疗惹祸

家属怒：美容院各种推脱

14日晚上7点多，在美容院接受
简单处理后，霍女士被送往了绵阳市
中心医院，当时并未选择住院治疗。

“14号出的事，17号才住院，就是
因为美容院不愿意承担这一笔费用。”霍
女士的女儿邹女士表示，她和丈夫得知母
亲被烧伤后，一再要求美容院先将母亲送
入医院治疗，但美容院一直推脱，“让
我们找技师处理此事。”

对于美容院一直推诿，负责人迟
迟不愿意出面解决，邹女士夫妇愤怒
不已。“17号早上医生开单让办理入
院，美容院一直推脱，到下午5点才入
院。”邹女士称，对于自己提出请专业
护工照顾母亲的要求，美容院也一再
拒绝，表示由拔罐技师处理即可。

“对方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至于后
期对母亲的赔偿，对我们家人误工的
赔偿，肯定都要给个说法。”邹女士说，
希望美容院不要逃避。

技师懵：老板让我负主要责任

据当事技师胡玉介绍，贝纳利莎
美容纤体馆2017年初才开业，她2月
11日才到馆里上班，没想到才三天就
出事了，“我一个月1000多元工资，老
板表示店铺有责任，但我负主要责任，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美容院：按照法律规定处理

对于家属的说法，美容纤体馆负
责人何丽并不认同。“我们一直在和家
属沟通，医药费也是馆里给的，之所以
双方闹得不愉快，是因为霍女士家提
出很多无理要求。”何丽称，目前已经
请了律师，一切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
一定承担相应责任，但也不会满足对
方的无理要求。

而关于胡玉烧伤客户是同事所给
火罐的说法，何丽表示，胡玉是操作
者，肯定要承担责任，“这是馆里内部
事情，会解决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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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装”出行。

病床上的伤者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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