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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隆胸后，婚礼无期限推迟，原来……

手术后出现脂肪液化，清创又受感染，穿不了婚纱
隆胸手术后胸部
红肿、破溃、流脓 。在
长沙工作的戴女士在
长沙瑞澜医疗美容
（以下简称瑞澜医美）
做了自体脂肪填充胸部手术出现并发症，在清创手术
过程中又出现感染。
一年多时间以来，戴女士游走在湖南、湖北多家
医院寻求治疗。如今，病情虽然在慢慢恢复中，但左胸
部不得不切掉了四分之一， 留下了一道长约10厘米
的疤痕。3月15日，戴女士向三湘都市报记者投诉称，
婚期也因此事不得不无期限推迟。
■记者 张浩

隆胸手术后胸部坏了
“做个手术只有几个小时，
后 期 治 疗 却 熬 了 一 年 多 。”
2017年12月8日， 戴女士经熟
人介绍来到瑞澜医美做自体脂
肪填充手术， 填充的部位分别
为额头和胸部。
戴女士回忆， 手术后约15
天左右， 左边胸部明显感觉胀
痛，接着又出现了红肿现象。期
间，瑞澜医美为其做了抗炎、红
外 线 理疗 等 对 症 治 疗 。 直 到
2018年2月份， 胸部红肿区疼
痛加剧，并时常会有液体渗出。
由于戴女士提出不敢继
续在瑞澜进行治疗，双方便约
定前往武汉同济医院检查。
2018年4月份， 同济医院结果
诊断为：自体脂肪隆乳后脂肪
液化症。
3月14日上午， 三湘都市
报记者从瑞澜医美提供的一份
情况说明中看到， 在同济医院
住院期间， 院方为其进行了核
磁共振、非结核分子杆菌培养、
细菌培养等一系列检查， 但未
发现异常， 之后针对患者伤口
进行了局部清创引流治疗。
戴女士称， 在同济医院治
疗后情况的确有所缓和。但
2018年下半 年左 侧 乳房 再次

出现红肿疼痛， 并伴随有部分
破溃。

穿不了婚纱，婚期推迟
采访中，戴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前前后后在同济医院做了
三次手术， 都是全麻手术，“期
间的痛苦，想死的心都有了。”
2018年的5月1日，是戴女
士与 未婚 夫 原定 的婚 期 。“因
为这件事，婚纱也穿不了。”戴
女士说，那段时间自己天天跟
家人吵架，婚期也只得无期限
推迟。
在同济医院治疗时， 医生
告知其左胸内部破溃。“医生打
了个比方，乳房就像一栋房子，
里面被白蚁蛀空了。”最后一次
做手术时， 不得不将左胸切除
了四分之一。
“如今偶尔还会有流脓和
疼痛。”戴女士称，因为做了切
除手术， 左胸部留下了三条疤
痕，其中一条长达约10厘米。
做一个自体脂肪填充手
术，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
在戴女士看来， 是瑞澜医
美做手术时发生了感染。 其提
供的一份同济医院的诊断上显
示：自体脂肪隆乳后感染。而瑞
澜医美又会作何解释？

医院回应
手术后出现并发症，感染是清创手术时造成
对于自体脂肪隆乳后感染的诊断结果，瑞澜医美负责
人肖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进行隆胸手术时并未出
现感染，而是在同济医院做清创引流手术时造成感染。
肖卓称， 戴女士在瑞澜医美做隆胸手术时只是引发
了并发症，出现了胸部红肿、液体渗出症状。其称，当时做
清创手术时，瑞澜提供了三家上级医院供戴女士选择，最
终双方约定前往武汉同济医院进行治疗。
“做清创手术时， 患者也不是很配合， 擅自离开医
院。”肖卓称，就连换药期间，戴女士也是一会儿来一会儿
不来。
“这件事中我们并非主因， 但存在诱因关系。” 肖卓
称，在戴女士的后期治疗过程中，总共产生了9万多元的
费用，都是由瑞澜医美支付的，“在武汉期间，工作人员也
是尽心陪护。”
后期修复怎么解决？双方仍存较大分歧。
目前，双方仍在调解中。

因双方协商不成，戴女士及家人朋友不得已选择“另类”方式维权。

记者 张浩 摄

术后10个月，伤口又“长出”了纱布
医院回应：“纱布只能分次分批地取出”
本报3月15日讯 怀化靖州
的黄先生拨打本报热线求助，称
2018年3月在湖南湘雅博 爱 康
复医院做了口腔手术。术后伤口
处的纱布正常取出后，又“长出”
了纱布，造成慢性感染。

投诉： 伤口多次清理后，又
“长出”了纱布
黄先生告诉记者，去年3月，
他因患有粘液表皮样癌，特地从
怀化赶到湘雅医院口腔医学中
心救治，“在湘雅医生的授意下，
21日，在位于长沙县的湘雅博爱
康复医院接受了手术， 于4月13
日出院。”
4月17日， 黄先生回到医院
复诊，并由医生取出了手术伤口
位置的填充纱包。8月7日， 黄先
生到医院做假体配型，医生在其
手术伤口处发现有残留的纱布。
“取出的纱布有3个手指大小。”
黄先生说，他一再向当事医生询
问，是否取干净了，当场得到了
医生的肯定答复。
9月份，假体配型成功后，到
今年春节期间，他的嘴里偶尔会
出血，且经常性头痛，“我以为是
感冒，吃了不少消炎药、止痛药，
都没有效果。”
今年2月13日，黄先生特地赶
到医院检查。 医生又在他的手术
伤口位置发现了残留的纱布，
“
医
生说，
‘
伤口还有止血纱布没取干
净，感染了。’”取出纱布半个月后，
黄先生到医院复诊， 被告知伤口
已愈合，他的嘴里也没再出血。
“半个月能愈合的伤口，因
为纱布遗留在伤口造成慢性感
染，拖了这么久，我要向医院讨
个说法。”黄先生气愤地说道。

回应：“纱布只能分次分批
地取出”
3月9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陪同黄先生找到了湘雅博爱康
复医院。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副院长
王渊璟解释说，黄先生患有的粘
液表皮样癌， 属于恶性肿瘤，病
情特殊且容易复发。医生考虑到
手术伤口创面大， 又是敞开状
态，易造成感染，于是采用纱布
填充止血，“一次性取出纱布会
再出血，只能分次分批地取出。”
王渊璟说，患者出院时，医生应
该有交代需分批取出纱布。
对此， 黄先生并不认同，他
表示“医生只在出院的医嘱里提
到出院一周后拆除纱布。”
“正常清除一次后， 怎么还
会有残留纱布？” 面对记者的追
问， 医院医务主任佘海洪说，可
能纱布与新生肉粘合紧密，才出
现了残留纱布。同时，医院一直
在与黄先生协商解决此事，如有
需要， 他也可以申请医疗鉴定，
走法律途径维权。

提醒：遇医疗纠纷，协商不
成可做鉴定定责
3月11日， 记者电话咨询湖
南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工作人
员得知，如遇到医疗纠纷，患者
可自行或在第三方组织下协调
调解，如无法达成和解，可通过
医疗或司法鉴定，判定相关责任
方，再走法律途径维权。
下午6点，黄先生致电记者，
称经长沙县湘龙社区司法所介
入调解，已与医院达成和解。
■记者 杨洁规

3·15晚会点击

央视曝光的辣条
你还敢吃吗
今年的3·15晚会，央视曝光
了热销食品——
—辣条生产过程。
其中岳阳市平江县的一家辣条
制作厂也上了“黑榜”。
辣条，是近些年非常热销的
小食品。很多学校附近的摊点、商
店都成了辣条的销售网点。 央视
记者按照“
虾扯蛋”品牌辣条包装
袋上的地址， 找到了位于河南开
封兰考县生产厂商。 在企业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 记者未经过任何
消毒措施就进入了食品生产车
间。 生产线上被膨化后的面球四
处飞溅，生产车间地面上，满地粉
尘与机器渗出的油污交织在一
起。搅拌桶上也满是油污，搅拌机
旁边几米远就是水池。 水池墙壁
上到处是黑色污点， 水池里白色
水桶上、桶边上、水瓢上都覆盖了
厚厚的污垢，在配料车间里，记者
看到地上摆放着单双甘油酯脂肪
酸、三氯蔗糖、甜味剂、增味剂、保
鲜剂、着色剂、防腐剂等大大小小
十几种添加剂， 这些添加剂经过
混合后倒入滚筒里进行充分的搅
拌后，就被混合进了辣条。
另一种名叫
“
黄金口味棒”的
辣条，生产地来自号称“辣条发源
地”的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在包
装车间里，记者看到，辣条颗粒堆
满整张桌子，电子秤、脏兮兮的抹
布和辣条堆在一起……在平江县
的另一个厂房里，记者看到一名工
人顺手抓起落在地上的面筋丝，放
到了机器里，整个过程中，面筋不
断在地上拖动。
■据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