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4.20��星期五 编辑 李青 图编 杨诚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曾迎春A07 市州新闻

本报4月19日讯 深夜，未满
18周岁的花季少女离奇死亡在停
靠在路边的面包车上……日前，
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检察院对涉嫌
不作为间接故意杀人罪的谭某依
法从快做出批准逮捕决定。

3月30日傍晚，23岁的谭某骑
摩托车搭乘17岁的倪某到KTV唱
歌，行至衡阳市南岳区岳云路口时
与他人摩托车发生碰撞。双方口头
协商各负其责后，谭某与倪某及其
同伴离开了现场。

随后不久， 倪某感觉腹痛难
忍， 随行的朋友立即拨打120急
救电话， 但谭某因担心治疗费用
过高、拒绝送倪某就医的建议，带

倪某到一小诊所简单处理外伤。
倪某腹痛不止，在同伴的一再

劝说下，谭某才带倪某到一大型医
院就医。 在得知需付费治疗的情
况下，谭某心疼“钱包”、不愿花钱
治疗、也未联系倪某家人，而是将
其带至自己的面包车上休息。

3月31日凌晨2时许，谭某将
面包车开至南岳西城区紫观阁小
区附近的马路边，留倪某独自一人
在车上后离去。3月31日清晨，倪某
被发现在车中死亡， 经法医尸检
认定： 死者系外力导致脾脏破裂
出血性休克致死。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衡兰 罗珊珊
实习生 尹霜

郴州开通空中
生命救援通道

本报4月19日讯 近日，郴
州市举行直升机免费应急救援
服务启动仪式， 正式面向郴州
地区全面启动直升机免费救援
服务。

灾难事故发生时， 交通拥
堵常常制约了地面医疗力量的
救援效果。 直升机应急救援具
有快速、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
较少的优势， 能够有效降低事
故死亡率， 最大程度挽救患者
生命。 中国人保财险郴州市分
公司联合郴州市政府应急办、
市交警支队、市消防支队、金汇
通航等单位引入直升机救援服
务，开辟“空中生命通道”。

今年2月份，郴州永兴一名
罗姓交警在执勤中突然感到胸
部发痛， 经医生诊断患上主动
脉夹层， 受损部分随时有可能
破裂，导致主动脉大量出血，生
命危在旦夕， 普通转运方式到
湘雅医院路上至少需要4个小
时，启动了直升飞机空中救援，
80分钟便抵达了医院。 由于转
运及时，患者得到了及时救治，
目前早已康复出院。

接下来， 郴州消防将与交
警、医疗卫生、保险公司等部门
开展联动合作， 充分发挥直升
机救援效能， 推动航空医疗救
援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开拓空
中生命救援绿色通道。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赵军

本报4月19日讯 太爱打
麻将， 万女士的手竟然成了
“扳机指”———大拇指弯到一
定程度就卡住动不了，像扣扳
机的手势。 如果想把它扳直，
就会发出“咔咔”的弹响声，就
连拿碗都会掉，到医院就诊才
知道，都是麻将惹的祸，只好
做手术治疗了。

每天打麻将，患上“扳机指”

45岁的万女士家住长沙
市开福区某小区，平日里最大
的爱好就是打麻将，每天下午
和晚上都要打两场， 是小区
里出名的“麻坛不老松”。从
2017年8月开始，万女士的右
手大拇指不能正常弯曲，活动
时会发出“咔”的声响，摸牌时
很痛。

“以为是家务做多了，休
息后就会好，便没放在心上。”
谁知一个月过去了，她的症状
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
痛， 连带着右手臂也有痛感。
到医院打了封闭针后，症状消
失了，于是万女士又开始每天
到麻将馆打卡“上班”。

前几天，万女士的右手大
拇指再次出现不适，碗端在手
里都会掉，到省人民医院创伤
骨病科就诊， 被告知患上了
“拇指屈肌腱狭窄性腱鞘炎”，
因为保守治疗无效，只能做手术。

麻将电脑手机族都要小心

主任医师许自力为万女

士施行“拇指屈肌腱狭窄性
腱鞘炎松解术”，术后，拇指
疼痛和不能弯曲的情况均得
到解决。

“长时间的活动手指，导
致腱鞘狭窄、水肿、增厚，不
知不觉患上腱鞘炎。”许自力
介绍，“拇指屈肌腱腱鞘炎”
又叫“弹响指”、“扳机指”，女
性患者多于男性， 多由拇指
过度活动引起。过去，这种病
常见于手工和家务劳动的中
年女性，现在则以爱打麻将、
长期频繁使用电脑和手机的
低头族多见。

医生提醒，长期伏案工作
者应尽量让双手平衡，手腕能
触及实物，不要悬空；连续工
作时间不宜过长，建议每30分
钟休息和放松手部。已经患有
腱鞘炎者应格外注意手部的
保养， 感到手部疼痛或不适
时，可揉搓手指和手腕，再用
热水泡手； 平时可以适当将
手腕关节做360度的旋转动
作，或来回将手掌用力握拳再
松开，以缓解手部的酸痛和疲
劳感。

“大多数腱鞘炎都可以经
过保守治疗好转”， 许自力表
示， 腱鞘炎早期症状是疼痛，
继而出现弹响、 屈伸困难等，
到中晚期时就会完全“卡死”，
这时不仅手指的活动受到影
响，关节也会僵硬，治疗和康
复的难度更大，因此早期干预
和治疗十分重要。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辉 蒋浩

本报4月19日讯 在经历丧
女之痛后， 又承受外孙被杀害的
打击， 悲痛不已的怀化老吴夫妇
在这时得知了外孙留下的房子将
被其父亲独占的消息， 老两口把
前女婿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法院
分割房子。近日，怀化新晃侗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遗产分
割案件。

八旬老夫妻状告前女婿

吴某夫妇生于上世纪30年
代，婚后育有三子两女，其中女儿
吴花于1981年与关生结婚， 第二
年生下儿子关小本。吴花、关生结
婚后， 夫妻感情不和于1993年离
婚。离婚后，吴花没有再婚也没有
再生育子女。2011年10月14日，
吴花因一场医疗事故死亡， 获得
死亡赔偿金8万元及折抵8万元的
房产一套。

8万元的死亡赔偿金除去丧
葬费等费用后， 余款由吴某夫妇
与关小本共同分配。 考虑到外孙
还未成家且经济困难， 吴某夫妇
将该套房产过户到外孙关小本名
下，作为其将来的婚房。

然而， 关小本并未理解老人
的良苦用心。 家庭破碎的关小本
早早辍学，不务正业，结交了一群
社会不良青年， 并被诱骗沾染了
毒品。不但经常在家聚众吸毒，还
在广州、深圳等地做一些违法犯罪

的事情。2017年12月， 关小本被人
杀害于广东省中山市。

关小本死后， 吴某夫妇悲痛不
已。 而女儿死亡赔偿金折抵的房产
将落到前女婿名下， 两位老人也不
能接受。此时，这套当年折抵八万
元的房子，已经价值三十多万元。

吴某夫妇认为， 房产是女儿
死亡后遗留下来的， 他们应当享
有该套房产2/3的产权。 关生认
为，前妻吴花死亡后，房产已经合
法过户至儿子关小本名下， 自己作
为儿子遗产的唯一第一顺序继承
人，应当全部继承该套房产。

多方协商不成后， 吴某夫妇
一纸诉状将前女婿关生诉至法院，
请求分割关小本遗留下的房产。

“背对背调解”得到满意结果

法官受理该案后， 认为双方
矛盾较大， 简单根据法律来判决
的话， 容易造成案结事不了的情
况。 主审法官通过上门走访，“背
对背调解” 等多种方式向当事人
结合法律说事拉理， 终于促成了
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该套
房产归吴某夫妇所有， 关小本所
欠债务由他们偿还； 吴某夫妇一
次性给付关生10.8万元。 对于这
样的结果，当事人均表示满意。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杨燕如 吴昌培

女儿外孙相继过世，遗留房产怎么分
八旬夫妇状告前女婿，要求分割外孙遗产 法院调解：老人付钱得房，双方满意

每天两场麻将，长沙大妈患上“扳机指”
长期频繁使用电脑和手机的低头族也要小心这种病

怕花钱不积极救助致人死亡
男子被逮捕

麓山南路换新颜
4月19日，综合提质后的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道路平坦，两旁建筑物外墙焕然一新。该道路综合整治

项目全长约5.3公里，践行“公交优先、慢行优先、行人优先”的原则，打造成创新活力迸发、都市魅力浓郁的特
色街区。工程预计5月底完工。 记者 李健 摄影报道

案件连线

法官说法
承办法官介绍，本案中，母子

先后死亡， 但两次死亡所留下的
财产性质不同。

首先， 吴花死亡所获死亡赔
偿金非遗产， 应是对死者家庭整
体预期收入的一种财产损害赔
偿， 赔偿权利人是其近亲属，即
吴某夫妇以及关小本。分配死亡
赔偿金时应将已经花费的丧葬
费等费用除去，剩余可根据与死
者关系的亲疏远近、生活的紧密
程度及生活来源等因素适当分
割。 吴某夫妇放弃自己的部分权

利，是法律所允许的，关小本依法
获得折抵其母亲部分死亡赔偿金
的房产。

其次，关小本死亡后，其留下
的原折抵其母亲死亡赔偿金的房
产属于遗产， 无遗嘱按法定方式
继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的规定，因关小本无配偶、无子
女，其父亲关生是唯一第一顺序继
承人， 关生可全部继承上述房产，
吴某夫妇无权继承。

鉴于本案的特殊性， 调解是
化解矛盾的最好方式。

调解是化解矛盾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