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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消费中发现“黑现象”、潜规则，请告诉我
们；如果，你在消费过程中遇到质量、服务等问题，或者
碰到不良商家， 各种推诿不愿承担责任，消费权益得不到
保障，不管哪个行业，请告诉我们，我们帮你维权。请记住我
们的联系方式：
热线：0731-84326110�����微博：三湘都市报
微信 ：三湘都市报微信公众号（ID:sxdsb96258）

律师说法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刘明律师认为，若
美容门诊部存在违规操作，
则可通过法院起诉追究相
关赔偿责任。 同时他提醒广
大消费者，“现今各类美容整
形医院鱼龙混杂，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但要理性消费，善
于保护自己。 消费者手术时
一定要签订相关合同， 查阅

明细手术风险，明确约定。万一
出现问题， 要在第一时间内求
助执法部门封存病历， 保留相
关证据，积极配合取证调查。若
发现一方有私自篡改病历销毁
证据情形， 可申请法院直接追
究对方全部责任。”

刘明介绍， 美容整形市
场法律纠纷较多， 消费者必
须保留证据。

维权要留取证据

因为听信同学的介绍，刚
满22岁的程菲在长沙市德尔美
客美容门诊部花近5万元做了
达拉斯异体骨隆鼻手术。 术后
她才得知自己已有身孕， 因为
隆鼻整形实施了麻醉手术，她
不得不准备流产。

11月8日， 程菲向三湘都
市报记者投诉， 称长沙德尔美
客门诊部多项违规操作， 导致
她面临流产。对此，记者展开了
调查。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李伟珍 李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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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里路塞外行 高原送诊寄深情
—湖北洪湖市中医医院风湿病专家组二进青海传经送医

洪湖市中医医院
类风湿专线:0716-2214131�

医院地址：湖北省洪湖市文泉西路6号
网址：www.fszxw.com�

微信号：洪湖中医

8 月盛夏 , 烈日炎炎似火
烧，却有一群人，不顾酷暑炎
热、不顾旅途颠簸劳累，千里
迢迢， 从湖北远赴大西北青
海。 他们，是湖北洪湖市中医
医院风湿病的专家团 队 ，在
院长周祖山的带领下， 赶赴
青海湘亚医院， 为该院风湿
病科传经送医， 提供技术指
导， 并为该区患者提供义诊
服务， 这已是洪湖市中医医
院 专 家 组 第 二 次 远 赴 青 海
了。 2015 年的 9 月，洪湖中医
医院的专家们第一次支援该

院， 给当地风湿病患者带来
了福音。 今年，在湘亚医院的
多次邀请下， 周祖山院长亲
自带队， 率领专家组奔赴大
西北进行医疗支持。

由于行程比较紧，专家们
赶到目的地后， 顾不上舟车
劳顿， 立即投入到义诊工作
中， 为早已守候在此的风湿
患者进行诊疗。 一路长途的
颠簸， 加上进入高海拔地区
后的高原反应， 专家们都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 不 适症 状 。
周院长反应特别严重，胸闷、

头痛，甚至出现了呕吐现象。
青海湘亚医院工作人员见此
情景，多次劝说他，希望周院
长与专家们早点结 束义 诊 ，
多休息一下缓解不适。 但是
周祖山院长看到那些里三层
外三层慕名而来而又充满着
期盼的患者， 婉拒了工作人
员的劝说， 只是做了一下简
单的处理， 服用了抗高原反
应的药物后， 便专心投入到
义诊工作中， 逐个为患者细
心看诊……仅仅一上午，洪湖
中医医院专家组共为 150 余

名门诊患者进 行 了诊 疗 ，其
中周祖山院长一人就接诊了
60 位患者。

周院长与专家组 医生 们
还对湘亚医院风湿科病区进
行了查房 ， 为该院所有 40 名
风 湿 病 住 院 患 者 进 行 了 诊
疗， 并为每位患者制定了针
对性的诊疗方案 。 洪湖中医
医院药剂科资深专家还专门
为青海湘亚医院医护人员进
行了专题讲座 ， 推广交流洪
湖中医医院在风湿病诊疗领
域的独特疗法和诊疗经验 。

不知自己怀孕，女子隆鼻面临流产
未孕检就实施麻醉手术，美容院事发躲猫猫 长沙岳麓区卫监执法局立案展开调查

11月8日下午，记者陪同程菲
前往德尔美客美容院采访， 却无
人出面回应。

“我们是分期贷款公司的前
台，不是美容院的人。”德尔美客
美容门诊部大厅前台一女子称，
自己只是其他公司在美容院驻点
的分期贷款工作人员。 程菲在大
厅内认出手术当晚催促她签合同
的一穿绿衣的女子，“我是美容院
工作人员的朋友， 也不是这边的
人，那天的事我不记得了。”该绿
衣女子否认几天前跟程菲签合同
之事。

美容院工商营业执照上的责
任人名叫辛致， 记者询问辛致在
哪？美容院的员工皆称不知道。在
美容院一楼某办公室， 程菲找到

了10月30日手术当晚让她刷卡
交钱的女子。“我只是美容院负责
人辛致的女朋友， 那天只负责帮
他收费， 其他事我也不知道。”该
女子辩称。

11月10日下午，记者在岳麓
区咸嘉湖卫生服务中心查询到，
程菲在10月30日花费150元所做
血液凝血检验报告在当晚6点多
便出了结果，各项指标皆为正常，
但没有做相关孕检测试。

截至发稿时，美容院负责人一
直躲猫猫。 记者在互联网查询到，
德尔美客美容门诊部分别于7月
17日和8月8日两次因为超范围
经营和未取得主诊资格的前提下
行医， 被岳麓区卫计综合监督执
法局两次立案调查，限期整改。

直到手术后打针消炎时，程
菲才发现已怀孕20多天了。

11月7日，男朋友李超陪同程
菲到德尔美客美容门诊部讨要说
法。“美容院的负责人叫辛致，那
天他态度很不友好。”这让他们气
愤不已。

记者致电莉莉，表明来意。她
突然挂断电话， 再拨打过去则无
人接听。11月10日， 莉莉给程菲
发来一条长达近500字的信息，
表示自己无辜且委屈， 劝诫程菲
怀的是孩子不是“筹码”，最好生
下来。

10月30日晚上，程菲从株洲
匆忙赶到长沙， 在同窗好友莉莉
的介绍及陪同下， 来到位于长沙
市咸嘉湖路的德尔美客美容门诊
部做隆鼻手术。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生
理期了，是不是有啦，怀孕不能做
这个手术吧？” 在等待手术时，程
菲焦虑地询问之前在德尔美客门
诊部做过护士的莉莉。 莉莉说，
放心吧， 手术前会给你抽血化验
检查，怀孕了是不能做的。

据程菲回忆， 德尔美客美容
门诊部给她抽血作术前化验检
查，但直到隆鼻手术结束，美容院
并未给她做身孕检查。 在同学莉
莉及美容院相关工作人员“娜姐”
的劝导、 安抚下， 程菲在合同上
签字、刷卡，走上手术台。

程菲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印有
商户名称为湖南德尔美客美容医
疗美容有限公司的POS签购单，
金额为45800元：麻醉费2000元、
异体骨费5000元、 手术费38800
元。程菲说，签合同时一名女员工
引导她签字， 而合同的关键告知
内容被其刻意遮挡， 当时程菲虽
有疑虑，也没仔细询问。

【事件】未孕检便麻醉手术
【维权】讨说法反遭辱骂

【调查】美容院躲猫猫

10日下午，岳麓区卫生
监督综合执法局一科科长
徐艳祥接受了记者采访。徐
艳祥指出，“对于多次违法违
规操作，将加大处罚力度，性
质恶劣者可申报上级部门
处以吊销执照处罚。”

“对于美容门诊部的
投诉我们近期已受理多
起， 针对德尔美客美容门
诊部的投诉， 经过前期调
查， 目前矛盾主要集中在
是否对患者采取全身麻醉
手术或局部麻醉手术造成
损伤。” 徐艳祥指出， 在德
尔美客美容门诊部给程菲
出具的医疗告知书中，填

有局部麻醉， 并有当事人签
字手印。 而据当事人程菲反
映， 签字手印都在其不知情
的情况下签订， 案情需要进
一步取证调查。

长沙市第四人民医院麻
醉科主任医师赵倩介绍，孕
妇怀孕超过15天后进行刺激
手术对孕妇胚胎影响较大，
可能造成胎儿发育不良、畸
形、死胎、流产等后果，建议
产妇流产。 目前，程菲与男友
商量，准备流产，但他们决不
放弃维权。 本报记者将持续
关注此事进展。（应受访者要
求，文中程菲、李超、莉莉为
化名）

11月9日，程菲在咸嘉湖路德尔美客美容门诊部展示收费票据。 傅聪 摄

【回应】已立案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