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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 5

医疗事故背后：请天津专家做手术，乌海大夫动了刀！
新报热线（记者 高志

华）“2015年，我爱人在
乌海市人民医院做甲状腺
恶性肿瘤切除手术，当时
我们花了近6500元请天津
专家做手术，谁知在手术
时，乌海市人民医院肿瘤
科主任张玉超在没得到我
们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给做
了手术，最后造成四级医
疗事故。院方现在只愿意
赔偿我们在手术及医疗鉴
定等方面的费用，对病人
因医疗事故造成的病痛和
伤害不理不问。”近日，乌
海市市民郝先生向本报反
映。

12月21日，记者在乌
海市采访了郝先生。据他
介绍，2015年1月，他爱人
高女士发现甲状腺肿物，
到乌海市人民医院肿瘤科
检查确诊为甲状腺恶性肿
瘤。2015年1月31日，乌海
市人民医院邀请天津专家

为高女士做手术，郝先生
为此交了近6500元的专家
费。2015年2月9日，高女士
出院。

因乌海市人民医院没
有核医学科，2015年4月4
日、11月2日，高女士到包
头市肿瘤医院进行两次
131碘化钠治疗，但检查后
发现，颈部甲状腺组织仍
有残留。2016年5月7日，高
女士再次到乌海市人民医
进行手术，入院当天肿瘤
科就为高女士做了甲状腺
结节射频消融术，虽然请
的是专家手术，但病例上
主治医生还是张玉超。自
从这次手术后，高女士出
现吞咽有异物感，饮水呛
咳，每天晚上咳嗽的睡不
着觉。因为高女士的女婿
及女儿均从事医疗行业，
他们从专业知识的角度认
为这是乌海市人民医院做
手术时出现医疗事故才造

成病情没有好转。
于是，他们到包头市

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
后经包头市医学会鉴定为
四级医疗事故，乌海市人
民医院负主要责任。乌海
市人民医院不服包头市医
学会的鉴定结果，申请到
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进行
重新鉴定，鉴定结果仍为
四级医疗事故，乌海市人
民医院负主要责任。记者
从郝先生提供的包头市医
学会和内蒙古自治区医学
会出具的两份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书上，证实了郝先
生的说法。

“事故出现后，我多次
找到乌海市人民医院，院
方只承担我爱人此次医疗
事故的实际花销，包括手
术费、药费及鉴定等费用，
而且还是医保报销之后的
费用，我当然不愿意。由于
医院的过失给我爱人造成

的病痛和伤害，院方却只
字不提，让人寒心。”郝先
生对记者说。

据郝先生介绍，事情
发生后，他多次找到主治
医生及乌海市人民医院医
务科，主治医生张玉超到
现在不承认手术是他做
的，院方更是让我去法院
提起诉讼。

郝先生一直认为张玉
超没有进行甲状腺结节射
频消融术手术的资质，才
让手术失败。期间，张玉超
一直不提供资质。没办法，
郝先生只好把乌海市人民
医院告上法庭。法院虽然
指派了重庆等地的司法鉴
定机构，对事故后期进行
再次手术等费用进行鉴
定，结果都是后期手术风
险无法预知，不能出鉴定
结果。郝先生只能撤诉，等
高女士再次进行手术后按
实际发生费用再提起诉

讼。直到现在，院方没有出
一分钱。郝先生因为鉴定
及为爱人各处咨询治疗，
已经花费十多万元。

12月21日8时30分，记
者来到乌海市人民医院进
行采访。医务科科长刘有
明在听完来意后，让记者
去找宣传科。宣传科负责
人诺敏让记者在他办公室
等了一个多小时后，让去
找市委宣传部。在乌海市
市委宣传部，宣传科负责
人在与院方沟通后，又让
记者找乌海市人民医院。

记者返回乌海市人民
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让
记者拟定采访提纲后，让
医务科科长刘有明接受采
访。

采访时，刘有明对事
故鉴定结果没有异议，只
是说医院只能对此次事故
承担5万元的补偿，因为高
女士只能拿出5万元的各

种票据，但她们要10万元
补偿。高女士二次手术时
花多少，医院再按照高女
士提供的票据进行补偿。
对于记者提出的“因医院
过失给高女士造成的病痛
如何解决”，刘有明说医院
也是个单位，报账时只能
按发票金额报销。对于家
属反映的“请的专家，做手
术为何变成了科主任张玉
超”和“张玉超是否有进行
甲状腺结节射频消融术手
术资质”的质疑，刘有明说
下午把当事人叫来，再让
记者采访。

当日15时，记者又来
到医院，刘有明告诉记者，
高女士的手术确实是张玉
超做的，专家在手术时只
是指导。张玉超有进行甲
状腺结节射频消融术手术
的资质。但当记者提出看
资质证明时，刘有明并没
有提供。

新报热线（记者 顾 爽）

近段时间，玉泉区巴彦淖尔
南路与南湖湿地公园北侧
道路交汇处的十字路口，让
不少司机心惊胆战：从10月
底至今，已经有3辆私家车在
这里冲出了道路，撞上了南
湖湿地公园的围墙。

这3起事故的情况大致
相同，都是自巴彦淖尔南路
跨小黑河大桥向南行驶，然
后径直开下路基。记者在现
场看到，发生事故的路口毗
邻尚未完全通车的道路，十
分不规整，向北是巴彦淖尔
南路跨小黑河大桥，向南是
一条十分狭窄的通往南湖
湿地公园的水泥路，向西道
路还没有开始铺设，东向道
路基本修建完毕通车，沿着
南湖湿地公园边缘一直延
伸，并未与其他干道正式对
接。在这里出事故的3辆汽
车，都是从路口东南角的一
处缺口驶下路基，撞上了位
于路基下方的南湖湿地公
园边缘的临建围墙和房屋。

记者注意到，经过这个
路口的车辆，大部分从巴彦
淖尔南路跨小黑河大桥由
北向南行驶，到了路口分别
向东、西南继续行驶以及调
头从大桥下向北驶入银河
南街，下桥车速普遍比较快。
在事故车辆驶下道路的缺
口处，记者看到，这里是一处
进出车辆的入口，没有任何

的阻拦物，旁边只有一块倒
斜着的东西向分流诱导标
识牌。土质车道沿着路边直
通路基下方的一排临时活
动板房，有两辆渣土车正在
沿着这个缺口下到路边倾
倒渣土。通过询问临时板房
的留守人员记者了解到，这
排临时板房属于马路对面
观澜国际南侧商业楼的工
程部办公驻地。

记者同时注意到，由于
这条路还没有完全通行，所
以路边照明设备也并不完
善，巴彦淖尔南路跨小黑河
大桥上有路灯，但东西向道
路路边没有任何照明设备。
记者走访了部分附近居民，
他们均表示这个路口到了
夜间光线并不好，有时候回
家开车路过都要留神观察。
而在巴彦淖尔南路跨小黑
河大桥的尽头，记者看到了
交警部门设置的一个交通
警示爆闪灯。

观澜国际项目的开发
商———内蒙古金禾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一位
姓李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排临时板房原来确实属于
项目施工方的驻地，但是已
经废弃一年多了，目前一家
工程合作方暂时借用。

12月24日，记者再次来
到事发地，同时联系到使用
临时板房的刘先生。据刘先
生介绍，这个缺口一直存在，

属于南湖湿地公园和市政
道路交汇处，可能因为道路
施工到这里已经完毕，所以
并未铺设护路方砖，而且南
湖湿地公园架设的铁丝网
也恰好在不远处截止，所以
无形中就形成了这个“无人
理睬”的几米宽的缺口。现在
因为内蒙古晟泰热力股份
有限公司在这里埋管道，所
以弄成了一条临时车道，不
过这就是这几天的事情，施
工前这个缺口下面是一个
斜坡。

玉泉区交警大队事故
股民警向记者分析，造成连
续事故的原因主要由于车
辆下桥车速过快，加之对路
况不熟悉造成，这个缺口位
置与下桥方向正好相对，而
且事故一般都在夜间，路口
光线不好，看不清警示标志，
其中也不排除酒驾醉驾等
因素。据了解，这3起事故中
就有一起是酒驾引起的。民
警表示，他们会持续关注该
路段的交通安全问题。

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
管理局工程科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他们只负责施工建
设，这条道路目前已经阶段
性完工，竣工的时候所有的
路基工程都是完整的，如果
这个缺口是被人私自挖开
护路方砖造成的，而没有
向市容部门履行相关手续
的话，就属于违规行为。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张弓长） 12月17日，本
报对呼和浩特市玖都公馆
项目五证不全违规售房的
情况进行了报道，引起了
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记
者又对此事进行了追踪采
访。

12月21日，记者来到
呼和浩特市五和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采访时，
该公司负责人承认玖都
公馆项目当前确实只取
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
其余的手续正在办理。此

外，记者还从这位负责人
手中拿到了一份《关于<
正北方网>记者暗访玖都
公馆五证不全违规售房
的说明》：“报道中所说的

‘售楼部’是我们公司的
招商部，是用来进行一期
商业部分招商办公使用
的，并未进行售房活动。
报道中提到‘有销售人员
卖顶账房’的情况，经我
们调查确认是招商部两
名工作人员利用招商工
作之余，与社会中销售工
程方顶账房的相关闲散

人员进行私下帮忙销售
以换取现金利益，并不是
我招商部行为，现已对两
名严重违反我公司管理
条例的员工予以开除处
理。”说明还称，呼和浩特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三支队已经查封了该公
司的“招商部”，并罚款3
万元。

记者再次来到玖都
公馆售楼部时，发现这里
虽然已经锁上了大门，但
未见监管部门粘贴的封
条。

◎◎热线追踪连续发生事故，这个路口没人管一下？
玖都公馆违规售房是个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