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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39 空气质量 优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西昌
良：泸州、绵阳、南充、内江、巴中、宜宾、广
元、雅安、资阳、遂宁、自贡、广安、达州、眉
山、乐山、德阳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
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2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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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2月20日开奖结果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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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至22日晚，四川歌舞大
剧院将演出孟京辉最新戏剧作品《关于
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

3月23日至24日晚，四川歌舞大
剧院将演出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恋爱
的犀牛》；

3月26日至27日晚，英国书屋剧
院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英美女性
经典系列《小妇人》；

3月29日晚，绵阳绵州大剧院将举
办《“卡农Canon In D”永恒经典名曲精
选音乐会》；

3月29日至31日晚，成都大喜时
代剧场将演出饶晓志的严肃绅士喜剧
《你好，打劫》；

4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四月是你的谎言》——“公生”与

“薰”的钢琴小提琴唯美经典音乐集；
4月21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闪闪的红星》经典红色主题试听
音乐会。

超级大乐透第 19019 期全国销售
240747642 元。开奖号码：04、11、19、25、
32、01、02，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
基本 118 注，单注奖金 334715 元，追加 37
注，单注奖金 267772 元。三等奖基本 396
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资
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
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
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7344326745.4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044期全国销售14112966
元。开奖号码：105。直选全国中奖2644（四
川116）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
奖 5673（四川 334）注，单注奖金 173 元。
10506281.0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044期全国销售10291642
元。开奖号码：10574。一等奖34注，单注奖
金10万元。213924939.10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2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一箱脆红李绕道转运
上千公里

网友李先生通过@封面
新闻官方微博吐槽了自己一
起离奇快递案。

2018年8月，李先生快递
给朋友一箱红脆李，原本不到
200公里的运输里程，却被转
运了上千公里。李先生介绍
说，他当时用韵达快递，从凉
山州会东县姜州镇寄出，收货
点是同在凉山州的德昌县。
但让李先生感到惊讶的是，韵
达快递并没有将包裹直接从
起点寄往收货点，而是先转运
到600公里之外的成都绕一
圈，再寄往德昌县。

“朋友收到快递的时候，
一些脆红李已经坏了。”李先
生认为，因为转运到成都，耽
误了配送时效，让他感觉体验
非常差。

快到成都快递却被送
往泸州

世界上最长的路，莫过于
剁手党眼见快到家的快递所

走的绕路！网友张女士向记
者吐槽，她在国内知名电商平
台购买的唇膏眼见要到成都
开始派送了，却又不知何故被
寄往了泸州。

2月9日，家在成都华阳
的张女士在国内知名电商平
台的DHC海外旗舰店购买了
三支唇膏，由中通快递承运从
上海发往成都，并在2月14日
到达成都准备发往华阳，物流
看似一切都很正常。然而，

“稍不注意，我这个快递就被
发到泸州去了。”张女士告诉
记者，看到最新的物流信息
后，她十分震惊，当即联系店
铺客服询问，不过至今没有得
到回复。

好在这快递在泸州找不
到主人，又被默默送回成都，
至于为什么要去泸州绕一圈，
张女士至今无法获知。

成都的快递被发往乌
鲁木齐

要问还有什么比亲眼见
证自己的快递绕路更难受想
哭的，那大概就是亲眼看见自

因剖腹产后没做过其他
手术，任女士要求西昌平安医
院赔偿。该医院负责人表示，
任女士体内纱布确是手术遗
留，是一起医疗事故。但由于
2015年医院发生了大的人事
变动，他们也只能协调上一届
领导班子和任女士沟通。最
终，双方就赔偿一事未达成一
致，任女士将医院告上法庭，
并索赔86万元。

2019年 1月 28日，西昌
市人民法院长安法庭开庭审
理了该案，目前还未作出一审
判决。医院方负责人表示，走
司法途径对双方都公平，他们
愿按判决结果进行赔偿。

五年前，剖腹产埋下
“肿瘤”祸根

2013年 1月 12日，任女
士在西昌平安医院做了剖腹
产手术。术后第二天，她腹部
隆起一个包块，并伴有疼痛
感，医生查看后认为这是术后
的正常反应。因为是二胎，任
女士当时也认为这些症状是
由两次伤疤重合引起的，就没
在意。

出院后，任女士低烧不
断，疼痛感持续，腹部的包块
也没有消散，于是她回到西昌
平安医院做检查。因为医疗
条件限制，医生建议她去凉山

州第一人民医院做全面检
查。检查结果显示，她腹部疑
似有一肿瘤，当时，凉山州第
一人民医院就为她拟定了手
术计划。保险起见，她拒绝了
手术，并于2015年2月28日
转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她
说，当时华西医院的医生也告
诉她，那是一个良性肿瘤。受
经济条件限制，还没来得及做
手术，她就出了院。

五年后，手术从腹中取
出遗留纱布

此后，任女士断断续续去
了很多医院，并按肿瘤医了5
年多，病情却没见好转。直到
2018年7月初，疼痛难忍，她
被送往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告诉她，腹中肿瘤变大，
建议她转往川大华西医院。

7月24日，华西医院为她
做了“腹腔包块切除术+腹腔
脓肿引流术”，据手术记录单
显示：“患者左下腹查见一不
规则囊性肿块……内含大约
300ml黄白色脓性物质及纱
布一块。”

一块纱布存于人体内，为
什么这么多次检查都没被发
现呢？她说，当时华西医院的
医生告诉她，纱布上存在孔
洞，血液能在其间流通，检查
时能探查到血流信号，导致纱
布特征和肿瘤一致，使仪器无
法查出。

剖腹产后她没做过其他
手术，所以，她来到平安医院
要求赔偿。她认为，这 5年
里，她花了大量时间、精力、
金钱，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因此她向院方提出赔偿240
余万元的要求。虽说在此后
多次协商中，双方都有退让，
但院方只认赔7万余元让任
女士无法接受，她最终将医
院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86
万元。

却是遗留腹中一块纱布
女子起诉当年剖腹产医院并索赔86万元

2 月 18 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西昌
平安医院。医院负责人表
示，纱布确实是医院手术遗
留下来的，这件事情也的确
是一起医疗事故。当时，任
女士来医院协商，他们就将
相关情况向主管部门做了
报备，并建议任女士走医疗
事故处理程序，而任女士也
提交了相关材料。

“同时，这也是一个历
史遗留问题。”医院负责人
说，任女士的剖腹产手术是
在2013年做的，发现纱布
是 在 2018 年 。 由 于 在
2015年，医院经历了大的

人事变动，之前医院那批领
导、医护人员基本都换了，
所以，他们只能协调上一届
管理层和任女士沟通。

最终，双方就赔偿问题
未能达成一致，任女士将他
们告上法庭。2019年1月
28日，该案在西昌市人民
法院长安法庭进行了一审，
目前还未作出一审判决。
就这一事，医院方负责人表
示，走司法程序对双方都公
平，他们也愿意按照法庭判
决对任女士进行赔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肖洋 徐湘东 摄影
报道

2013年1月12日，
任女士在西昌平安医院
做了剖腹产手术，术后
其腹部一直有疼痛感，
经多次诊断，都被判定
为肿瘤。直到2018年7
月24日，她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做了手术后才
发现，原来，她腹中的不
是肿瘤，而是一块纱布。

是医疗事故
也是遗留问题
愿按判决赔偿

当/事/医/院

3·15神吐槽：
你的快递，

像风行走八百里，不问归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婷 实习生张敬一

己的快递走上一条“不归路”
吧。

王 女 士 向 记 者 吐 槽 ，
2018年12月24日，她在国内
某知名电商平台猫乐适旗舰
店下单了一袋猫粮，收货地址
是四川成都，当天这个订单
就完成配货、出库、打包，并
由圆通快递上海嘉定区金运
公司揽件。王女士心里盘算
着，按照这个节奏，只需要三
四天，自家猫主子就可以吃
上新猫粮。

但奇怪的事情在 25 日
来临前发生了。24 日晚上
王女士发现，这个原本该发
往成都的包裹，其物流信息
显示的下一站，竟然是乌鲁
木齐市。

发现问题后王女士立即
与店铺客服联系，12月25日，

店铺客服核实后回复称“是快
递分错了，会转回正确的。”于
是王女士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盼着快递“回心转意”。然而，

“一直到12月 28日，过渡的
猫粮都快要吃完了，物流信息
还在显示下一站是乌鲁木
齐。”

眼见着下单的这袋猫粮
走上“不归路”，猫主子的余粮
又越来越少，实在让人着急。
王女士多次联系店家寻求解
决方案，店家终于答应通过顺
丰补发一份猫粮。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完
结篇。王女士继续吐槽:“更
让人搞不懂的是，顺丰补发来
的猫粮，并不是她所下单的猫
乐适，而是包装到品牌都不一
样的TEB的猫粮。”

对此，店家先以“猫乐适

现在换了生产厂家、在工艺上
有升级”为由，后解释不通又
只好把问题甩给仓库，称“仓
库发错货”。

虽然王女士在后续的售
后维权中成功退了款，但此次
网购经历着实让她心塞，“一
个订单连续出错两次，也是没
谁了。”

/结/语/

如今，快递已经成为消费
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服务，但
是各家快递公司的服务在消
费者心中的印象，千千万万个
好评订单抵不上一个糟糕体
验，正所谓：

快递千万条，准确第一条。
配送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快递，大概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大大增强幸
福感的发明之一，也日益成为人们生活最离不开
的服务之一。

但是，快递给我们带来了便利，有时候也会有
些心塞，看着那些不“直达”的快递，甚至越走越远
的快递，只能让用户欲哭无泪。

3·15临近，不少网友吐槽了各自所遭遇的快
递奇葩，而其中那些绕道远行的快递真是让人百
思不解。

漫画 杨仕成

治了五年的肿瘤

凭借川大华西医院的住院病案，任女士起诉当事医院。

任女士做剖腹产手术时的住院病案。

华西医院出具
的住院病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