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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今年28岁的
小兰在家中告诉记者，她之前
在一家公司上班，2015年11
月，由于身材稍胖，便有了做
减肥手术的想法。

“我在网上搜索减肥手
术，玛丽亚医院弹了出来。和
在线客服交流后，我又到医
院看了两次。”小兰提供的收
据显示，2015年 11月 11日，
她 向 玛 丽 亚 医 院 缴 纳 了
13158元，要做一次抽脂减肥
手术，抽脂部位包括腹部上下
左右、上臂前后内外，另有一
项瘦脸针。

“我身高大概 1.6 米，手
术之前体重在60公斤左右。

做手术也是为了减肥爱美。”
她说，这场手术是瞒着父母做
的，定在2015年12月进行，
主刀医生姓何。

2016 年 3月，也就是术
后三个月，小兰突然发现有些
异常，“腹部出现了一些坑洼，
肉眼可以明显看到，有的部位
凹了下去，腹部变得坑坑洼
洼，后腰也留下了一个比较大
的疤痕。”她说，去做了进一步
检查才发现，此前做腹部抽脂
手术时，医生只抽了腹部偏下
位置，腹部偏上位置根本没有
抽，所以才出现坑洼，“我交的
钱是腹部上下左右抽脂，结果
该抽的没有抽。”

抽脂减肥不成功
女子患上抑郁症
手术涉三项违规 涉事医院被罚款2.1万

7月20日，成都市民小兰（化名）再次来到成都玛丽亚
妇产儿童医院，就“抽脂手术”和院方进行协商，仍无果而终。

2015年12月，小兰瞒着父母，花费1.3万元做了抽脂
减肥手术，“术后我发现，腹部抽脂不全，该抽的没有抽，造成
腹部坑洼不平。”小兰说，由于长期的心理压力，她患上了抑
郁症，辞职后精神一蹶不振。

20日下午，涉事医院回应，吸脂手术“不成功”，院方愿
退还手术费用，承担小兰后续修复所需费用，并补偿一万元
给她，但双方未能在补偿金额上达成一致。

同时，记者从成都市金牛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获
知，涉事医院因在手术中有三项违规行为，已被罚款2.1万
元并遭扣分处罚。

丢失

摆在门口10分钟
快递不翼而飞

“我只离开了10分钟，快
递就不见了。”21日中午12点
过，在中通快递成都跳伞塔站
点门口，赖先生向记者回忆了
快递丢失的经过。

17 日下午 4 点 40 分左
右，赖先生从人民南路收回
一个用大纸箱包装的快件，

“箱子里装的是电脑，客户发
货急，我就先去收了回来”。
由于还有其他快件要收，赖
先生把纸箱放在门口后，匆
匆离开。

10分钟后，收完快递回来
的赖先生，发现店门口的纸箱
不见了。询问店内几个同事
并仔细查找一番后，他仍未看
到纸箱，“可能是其他快递员
把箱子收起来了”。赖先生并
未在意。

18日上午，赖先生再次询
问了其他快递员，仍未找到纸
箱的下落。这时，他才意识到
快递可能被偷了，赶忙调出店
内的监控查看。

监控

老人三次探看纸箱
路人目击其拆箱
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当

时快递纸箱就放在站点门口
的右侧，箱子旁边放着两个瓶
子、一卷胶带，箱子上放着一
个桃子。事发前后，一名客户
正在店内填写快递单。

当日下午4点45分，一位
提着红色手袋的老人进入监
控画面：第一次经过纸箱，他
只是推了箱子一把就走了；几
秒后，老人折返回来，提起箱子
晃了许久，还用手抠了箱子边
缘的胶带，但他这次并未拿走
纸箱，只是捡走了箱子旁边的
饮料瓶；大概过了30秒，老人再
次折返，并最终把纸箱拿走。

除了监控记录，附近居民
王小姐，还目击了老人在路边
拆箱的一幕。据王小姐回忆，
她当时正要取快递，在距离快
递站点门口不到20米的地方，
看见一位老人正在路边拆快
递。“这么大年龄还取快递（网
购）。”觉得新奇，她就多看了两
眼，不过只是看到老人抠胶带，
并未看到箱子里装了什么。

月17日下午4点40分左右，一位老人经过中通快递成都
跳伞塔站点时，三次探看摆在门口的纸箱并最终拿走。而
快递员称箱子里装的是价值数千元的电脑。这一幕，被站

点门口的监控全程拍摄下来。21日上午，这段视频疯传网络。
当天中午，记者见到了事件双方当事人。快递小哥赖先生

告诉记者，他已自掏腰包赔偿客户4400元，“一个月算是白忙
了”。

而视频中的老人，否认自己顺走了快递，称“我没偷没抢，就
捡了个空箱子”。目前，警方已对此事立案调查。

没偷没抢，就捡了一个空箱子
看到视频后，赖先生一眼就认出老人，“他经常

从我们门口顺走纸箱，从来不打招呼”。
18日上午报警后，民警在距离快递站点约50

米远的附近小区里，找到了独自居住的老人。他们
在老人家中找到了纸箱，里面空空如也。

21日中午，记者在老人养子家中见到了老
人。“我这么大年龄了，没偷没抢，就捡了一个空箱
子。”老人一口否认偷了快递。对于在哪里捡到纸
箱、箱子有多重等问题，老人则以“年纪大听不见”
为由，拒绝回答。

然而，老人的儿媳妇告诉记者，老人私下里曾
说过，箱子并不是空的，里面还有个泡沫，“他把泡
沫丢在了垃圾桶里，只留下了纸箱。”

她还告诉记者，老人今年已经90岁，平日里独
自居住，就爱捡些纸箱、瓶子来卖。“他年龄那么大
了，也不晓得里面是啥，可能觉得箱子更值钱，就把
里面的东西扔了，只留了箱子。”老人儿媳说，他们
仔细翻看了老人的屋子，确实没有看到电脑。

觉得对不起客户自愿赔偿4400元
电脑不翼而飞后，客户要求赖先生3天之内找

回，否则照价赔偿。7月19日，期限已到，赖先生与
客户商量后，自掏腰包赔偿了4400元。

事实上，按照《邮政法》的相关规定，在客户没
有保价的情况下，赖先生只需赔偿3倍邮费，“但那
样我自己的良心过不去啊”，他说。

赖先生说，他在人民南路四段11号到17号收
发快递已逾两年，与片区居民关系都不错。丢失电
脑的客户是老客户，“她是月结客户，如果按照邮费
3倍赔偿，可能这个月还拿不到50块”。

在赖先生看来，客户把几千元的东西交到自己
手里，也就交出了一份信任，“不论快递是怎么丢
的，都是我对不起客户，理应赔偿”。

他告诉记者平均每送一个包裹挣几元钱，每天
烈日下走街串巷，一个月大概送近千个包裹，“现在
等于一个月白忙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曹菲 于婷
实习生 江珊 鞠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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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走电脑包裹？九旬老人称：捡走空箱
自掏腰包赔4400元，快递小哥说一个月白忙了

快递小哥赖先生出示自己向
客户赔偿的支付证明。

当事老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尚智 实习生 李雨潮）7
月21日，第一届国际城市
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成
都举办，ofo小黄车联合
创始人张巳丁也出现在了
现场，他告诉记者，目前成
都已有超过60万小黄车，
700 个运营人员。其中
100人有过经营“摩的”的
工作经历。此外他还提
到，“成都的共享单车故障
率全国最低，这意味着成
都市民的素质水平是很高
的。”

自从去年11月共享
单车在成都出现以来，这
座西部城市已成为共享
单车公司最重要的市场
之一。7月7日，ofo小黄
车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
研究院对外发布了《2017
年第二季度中国主要城
市骑行报告》，其中显示，
今年二季度主要城市的
骑行指数都有上升，成
都、北京、杭州、南京、天
津进入前五名，其中成都
以84分的总分位居榜单
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成
都被评选为“单车破坏投
诉率最低”的城市，“这是
成都市民优良整体素质
的体现。”

自 2015 年 6 月启动
以来，ofo小黄车已在全
球连接了超过650万辆共

享单车，日订单超 2500
万，为全球5个国家超150
座城市上亿用户提供了超
20亿次高效便捷、绿色低
碳的出行服务。ofo也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估值最
高的共享单车平台。

然而共享经济带来
的社会问题也引发了争
议，有地方曾曝出非法
运营的出租车、摩托车
等司机恶意破坏共享单
车的新闻，原因是共享
单车挤压了非法运营的
生存空间。对此，ofo小
黄车采取吸纳非法客运
人员为共享单车运维师
傅的措施，实现了城市
治理等多方共赢。

张巳丁透露了一个有
意思的故事，在现在成都
的ofo运营人员中，一位
员工曾靠开摩的营生，共
享单车的出现，对他的业
务造成了很大冲击。于是
他开始藏共享单车或是将
其挂到树上。但不管怎
样，都有用户会将自行车
取下来，“因为用户的需求
太强烈了。”

时间一长，这位师傅
也开始对共享单车产生了
好奇，“于是他便来到公司
看了一圈，结果被成都城
市负责人看中并加入了
ofo，这样的师傅在成都有
100个。”

基层干部

改革更有信心和决心

这是一次用影像呈现
的、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
式、权威性的梳理总结，体
现了较强的思想性和理论
深度，让基层一线的工作
者们倍感亲切和鼓舞。

浙江省安吉县梅溪镇
紫梅社区党委书记周利平
说，《将改革进行到底》对
全面深化改革作了非常好
的解读。作为最基层的社
区工作者，我们工作在第
一线，直接与群众打交道，
要做改革的推动者、实干
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云南省曲靖市委组织
部组织一科副科长龚雁璘
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党建等诸多领域，涉及
千家万户，和老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看完片子他觉
得，自己平时的很多工作
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侧影
和反映。

在老工业基地长春，
很多基层干部说，观看专
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让
大家很受鼓舞，坚定了改
革决心。长春市发改委高
技术产业处处长王贺军
说，引领经济新常态跟我
们工作关系紧密，尤其是
发展动能转化，国家近期
出台的很多方针政策都跟
创新有关。

老百姓

更理解更拥护改革

随着镜头的不断切
换，寻常百姓家的改革故
事不断呈现，“我们在城里
安 家 了 ”“ 孩 子 落 户
了”……点滴改变为人民
群众带来的幸福感，让他
们更加理解改革、拥护改
革。

21日，浙江省长兴县
和平镇施家村“农村淘宝”

服务站的“村小二”莫彩丽
说，对普通人来说，改革的
点点滴滴，就体现在老百
姓实实在在的生活里。

长春市南关区鸿城街
道科员刘一铭说：“五年
来，在街道工作感受到很
多事情在改变。废除了很
多原本无用的证明，而且
程序更严谨了、更简化
了。各单位都会有公告，
列出明确的办理事项，详
细地指导百姓办理各种业
务，免去了百姓麻烦。”

人大代表

人民当家做主，在全
面深化改革中得到升华

长春市南关区人大代
表、鸿城街道东风社区书
记王敏说，现在老百姓的
维权、民主、法治意识和参
与积极性都提高了，人大
代表、履职方式也都要跟
上时代步伐，“看了专题片
让我意识到，人民当家做
主的内涵，在全面深化改
革中得到升华。”

云南省景洪市基诺山
乡乡长白兰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基层人大代表参
政议政积极性越来越高，
人大代表对政府的监督力
度也越来越大。基诺山乡
有51名乡人大代表，代表
们会定期对乡里的重点项
目进行监督，并提出整改
意见。

在网上留言栏里，有
网友表示，虽然刚刚播出
四集，但透过当下、过去
和未来的时空坐标，我们
理解了历史之问，中国必
须改革；人民之问，中国
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时代
之问，中国必须将改革进
行到底。

大家纷纷表示，改革
是时代的最强音，此时能
够用这样一部专题片汇集
力量、凝聚人心，对于我国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大有裨
益。 据新华社

激发人民共鸣
激扬改革动力

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ofo张巳丁来蓉：
成都单车故障率全国最低
摩的师傅来公司逛一圈成了ofo员工

20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陪
同小兰母女来到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西
门院区，双方再次展开协商。

小兰母女认为，正是由于一场失败的抽脂
减肥手术，导致小兰整个人精神状态不佳，工
作也辞了，甚至患上了抑郁症，“除开退还费
用，并承担后续治疗费用，我们为此折腾了一
年多，医院应该赔偿20万元，包括精神损失费、
误工费等在内。”

而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医务科负责人严
女士告诉记者，经过医院核查，小兰后背留一
个疤痕，腹部吸脂效果不佳，手术“不成功”，她
强调，不是“失败”，是“不成功”。

严女士说，院方愿意退还手术费用，同时
支持小兰到成都医疗行业协会认可的医疗美
容医院做后续修复，费用由玛丽亚医院承担。

另外她表示，经过咨询律师后，院方决定
补偿小兰不超过三千元的精神损失费，并根据
2016年成都平均工资进行计算，总共给予小兰
一万元的补偿。她同时强调，不是“赔偿”，是

“补偿”。
当日下午，双方未能在补偿金额上达成一致。

北京安博（成都）律
师事务所黄文英律师分
析，小兰和医院发生医疗
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
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
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
者协商不成的，小兰可
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调解申请。

同时，她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起诉医院承担侵权
责任，并要求精神损害
赔偿，或要求其承担合
同违约责任。

黄文英律师提示，
在起诉过程中要注意收
集证据资料，保存好相关
收据、发票、病历和术前
照片，清楚地记录下整形
程序以及手术期间需要
使用的相关物件，可以申
请对抽脂手术与“腹部坑
洼不平”之间因果关系进
行医疗鉴定。

另外，黄文英律师提
示，小兰应注意取证过程
要合法，不要侵犯他人合
法权益等。另外在医院
方面，医院可以综合给小
兰造成的损失情况，对其
进行合法合理的赔偿。

万元抽脂减肥术后腹部坑洼不平

手术“不成功”
愿意退费补偿

小兰的母亲罗女士拿出
一张照片说，女儿以前在公司
上班，整个人很阳光，性格也
很开朗，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减
肥手术后，如今整个人都一蹶
不振了。

“2016 年一整年，女儿
一直瞒着父母，为手术的事
情和医院交涉，但一直没有
结果。”到了2017年春节，罗
女士看到女儿偷偷哭，盘问
之下，才知道女儿减肥手术
出问题了。

她说，由于长期心理压

力，女儿的性格变了，变得喜
欢宅在家里，经常一个人躺在
屋里，以前还闹着要减肥，如
今却暴饮暴食。打开家中冰
箱，满满的都是小兰买来的食
物。罗女士称，因为暴饮暴
食，女儿体重直线上升，甚至
出现自残，不仅用刀片划伤了
手腕，还用烟头烫伤小腿。

“去年 8 月，女儿辞职
了。”她提供的诊断书显示，小
兰已经被川内一大型医院确
诊为抑郁症，医生建议回家休
息半个月。

为全面总结和展示改革的进展与成就，中央组
织拍摄的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自
17日起由中央电视台及融媒体平台播出，在广大观
众中引发良好反响，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抽脂减肥失败 患上抑郁症后自残

医院回应

患者可申请
医疗事故鉴定
医院可合理赔偿

律 师 说 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实习生鞠菊
摄影刘陈平

金牛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

医院有三项违规行为已被罚款2.1万
由于行业主管部门已经介入，20日下午，

记者来到成都市金牛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
队了解情况。

执法大队卫生监督一科科长周波说，接到
当事人投诉后，执法人员前往玛丽亚医院进行
调查。经查，涉事医院在小兰的抽脂手术中一
共存在三项违规行为。

据他介绍，小兰手术的主刀医生何某未取
得抗菌药物处方权，却为小兰开具抗菌药物处
方；其次，手术一医助未注册却参与诊疗，并在
处方笺上加签本人签名；最后，手术中的一名
护士未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却违规从事护
理活动。

他说，由于上述三项违规行为，执法部门
已于2017年 6月 23日对玛丽亚医院做出处
罚：警告、罚款2.1万元，并在医疗机构不良执
业计分12分中扣8分。

目前，金牛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已经介
入双方调解。该委员会主任建议，双方可以走
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以解决后续事宜。

小兰（化名）展示成都玛丽亚妇产儿童医院的收款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