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都市报12月20日讯
做了一次按摩理疗，不但疼痛
没缓解，反而导致手臂无法正
常活动。今年10月23日，市民
傅女士在长沙脊动力做完理
疗后发现自己抬不起手臂。在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生诊
断她的肩肌腱损伤。

傅女士肌腱受损是否是
因为本次按摩理疗造成？该理
疗机构又是如何回应？ 近日，
记者来到长沙脊动力德思勤
店走访。

今年10月23日，市民傅女
士因右手偶有酸痛，在朋友的
介绍下来到了长沙脊动力德
思勤店做理疗。按照傅女士的
说法，理疗师傅并未做详细检
测，当场断定自己是右肩胛骨
移位，并实施了一系列手动和
仪器操作方法，整个理疗时长
近三个小时。

“做完理疗后， 疼痛不但
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了。”
傅女士称，理疗过程中疼痛难
忍，但理疗师傅说疼痛感是排
酸反应，过几天就会缓解。

回家后， 傅女士的疼痛感
并未减弱， 导致接下来几个晚
上都难以入睡，“穿内衣没法扣
扣子， 吃饭一抬右手臂就会
痛。” 傅女士告诉记者，10月26
日自己前往湘雅三医院做了检
查，医生诊断为：受外力引起的
右肩肌腱损伤，右肩袖损伤。

傅女士称， 目前已花费1
万多元的医药费，都是自己垫

付的。事发后，傅女士先后六
次上门维权。“门店不仅不出
面协商解决问题，反而在店内
自导自演碰瓷闹剧。” 傅女士
称，自己实在气不过，也损坏
了门店的柜子。

记者从辖区派出所了解
到，双方因协商不一致多次起
过冲突，市监所也多次组织过
双方调解但无果。

对此，该理疗机构又会有
何说法？12月14日， 记者来到
了位于德思勤创业大街的脊
动力门店。 门店负责人张经理
介绍， 傅女士是通过美团下单
来到店内消费， 网上价格为
268元，“因为消费者个人体验
不满意， 最终门店也并未收取
这笔费用。”

“我们的确承诺过， 赔付
傅女士医药费。”张经理称，11
月23日她陪同傅女士前往湘
雅三医院做了复诊， 傅女士核
磁共振报告单显示： 右肩关节
退行性变、颈椎退行性变、腰椎
退行性变、右肩冈上肌腱损伤。
“这种强度的退行性变和损伤，
肯定是长年累月下造成的。”在
张经理看来， 造成这种强度的
损伤可能与傅女士的职业习
惯有关，“不会仅因一次按摩
就会造成。”

目前，门店也提出了一个
解决方案，就是希望傅女士去
做伤情鉴定，“如果鉴定结果
的确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绝不
会推诿。” ■全媒体记者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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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公示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及国家
相关政策规定， 我委现将拟设医
疗机构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医疗机构名称: 长沙奕泽医学检
验实验室
法定代表人:郭鹏
所有制形式:私人
机构类别:医学检验实验室
经营性质:营利性
服务对象:社会
床位数及规模:0
机构选址 : 高新区岳麓西大道
1698 号麓谷科技创新创业园 A2
栋 B1 楼东侧 B104
诊疗科目: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
公示期为:2021 年 12 月 17 日-
12 月 21 日
对上述事项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
期内向我委反映。 反映情况和问
题需实事求是， 应签署或告知真
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匿
名方式反映的问题，原则不予受理。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 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
稿向公众公告如下：一、征求
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网络链
接： http://www.pingjiang.go
v.cn/36764/36855/content_188
6512.html。纸质报告书和提交
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可电话咨
询（姚总：0730-3375399）二、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范
围内的居民和单位。 三、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在本
公告发布后，公众可通过填写
公众意见表、电话、写信或面
谈等方式发布对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和
意见。 四、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起 10 个工作日

湖南宝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4 万 t/a 特种铸钢件半成
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肖劲宇遗失 C1 驾驶证，证号：
430922199805295810，声明作废。

◆湖南省雁北监狱罗茜遗失警官
证，警号为 43142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对外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遗失嘉宏国际运输代理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FAR EA
ST CARGO LINE 一套提单
（三正二副）编号为:GZLEI21
B0008，提单自编号：FECL147
1826，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2021 年 12 月 15 日，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金成路与秋江路交叉口汇森
物流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涉嫌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
草专卖品，包括“芙蓉王（硬）”、

“云烟（紫）”2个品种，共计 200
条， 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
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
0004545）。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板
仓路 37 号， 联系电话：0731-
84011752）接受调查处理。若逾
期不接受调查处理， 我局将依
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
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1 年 12 月 15 日，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
沙县金成路与秋江路交叉口
汇森物流进行检查，查获一批
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
输的烟草专卖品，包括“白沙
（精品）”、“黄鹤楼（软红）”、
“芙蓉王（硬）”3 个品种，共计
260 条， 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
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号码：0004543）。 请上述涉案
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十日内，到我局（地址：湖南省
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 联系电
话：0731-84011752）接受调查
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调查处
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
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对涉案
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1 年 12 月 10 日，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东七路靠北斗路一侧安能物
流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涉嫌无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
专卖品，包括“双喜（花悦）”、

“中华（软）”、“黄山（记忆）”等
17 个品种，共计 240 条，我局
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
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4629）。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
址：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1752）
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
调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
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
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1 年 12 月 17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金成路与秋江路交叉口汇森
物流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涉嫌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
草专卖品,包括“白沙（精品）”、

“中华（硬）”、“芙蓉王（硬）” 3
个品种,共计 250 条，我局依法
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
保存通知书号码：0004544）。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
址：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1752）
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
调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
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
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遗失声明
湖南创数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0MA4LKRKQ6E）遗失公章、法
人（孙硕）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受理部门: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政医管处 联系电话:0731-88666416
联系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
道 218 号 邮编:410013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 12月 21 日

51岁的吴女士不慎被鸭子抓伤左
臂，没有及时进行处理。10天以后，因为
伤处明显红肿溃烂，她来到湖南中医附
一医院救治， 被诊断为坏死性筋膜炎，
该院专家提醒，被动物破皮后一定要特
殊处理，避免感染造成健康隐患。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鑫

陈金辉圆梦的背后，是一
群温暖的长沙人。为了给陈金
辉带去更详细、更多元化的长
沙变迁图，25岁的胡柳没少花
功夫。从芙蓉区的扬帆夜市到
星沙的文和友，从新晋的网红
打卡点谢子龙到老牌网红点
湖南省博物馆……胡柳用周
末的时间，跑遍了长沙著名景
点和网红打卡地。为了陈金辉
能有更直观的感受，她还在每
一张照片上标注了文字和先
后的对比。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
喜欢到处转转看看的人，能感

受陈叔的心情。”胡柳说，以后
只要陈金辉有需要，她可以尽
自己的所能帮助他。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志
愿者特意为我奔波，为我拍下
这些长沙的美景，我更加有信
心做康复治疗，相信以后一定
有机会自己去看看。” 陈金辉
的乐观也让大家放心不少。

其实，像陈金辉这样的失
能患者并不是少数， 杨娜介
绍， 仅在公寓内就有60多位。
她希望更多人可以关注到这
个群体， 给予他们关怀和帮
助。

网友“众筹”美景，让卧床老人云游长沙
老人6年没出门，想知道长沙变化，护理员发“征集令”，15名爱心人士传来视频和图片

“躺在床上这么多年了，想看看长沙现在什么样
子。”这是长沙60岁的陈金辉最大的愿望。瘫痪在床
6年，最远的活动范围只能到楼下。看出陈金辉的渴
望，护理员杨娜在朋友圈发出征集令，希望大家可以
拍下长沙的美景，让陈金辉足不出户就能感受长沙
的变化。一呼百应，这个温暖的征集令很快得到了
大家的响应，短短半个月就有15名爱心人士发来了
60个长沙不同地方的视频和图片。

12月20日，2名志愿者把这份温暖收在手机中，
来到陈金辉所住的青松老年公寓为其圆梦。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视频 刘品贝

【愿望】 瘫痪6年他想看看长沙的变化

一张床、一张椅、一台电
视，这是陈金辉生活的全部。6
年前，因为高血压导致全身瘫
痪，整个身体只有右手可以小
范围活动。

生病之前，作为地道的老
长沙，陈金辉最大的爱好就是
在长沙走街串巷，感受城市变
迁。但一场重病来袭，从早到
晚，他每天所有的活动几乎都
定格在小小的床榻之间。这样

的生活， 他已经持续了整整6
年。与床榻为伴的6年，磨灭了
他所有的兴趣爱好，但还是忍
不住和护理员杨娜唠叨：“不
知道长沙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了，好想到处去看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与陈
金辉朝夕相处的杨娜， 感受到
他心中的渴望。12月7日， 杨娜
在朋友圈发布长沙美景“征集
令”，希望大家可以为老人圆梦。

【圆梦】 志愿者拍摄长沙60个视频和图片

这个温暖的征集令很快
得到了大家的响应，短短半个
月就有15名爱心人士发来了
长沙60个不同地方的视频和
图片。12月20日，2名志愿者把
这份温暖收在手机中，来到陈
金辉所住的青松老年公寓为
其圆梦。

看见志愿者到来，陈金辉
努力用右手抓住床边的护栏，
想给斜卧的自己一个更方便交
流的角度。这个常人眼中再普通
不过的简单动作，让陈金辉满头

大汗。
“陈叔，您看，这个是长沙

现在最大的商场，国金中心。”
“是不是现在长沙最高的

楼啊？”
……
没有过多的寒暄，志愿者

胡柳赶紧递上手机。陈金辉满
是兴趣，原本电视上偶尔才能
看到的长沙美景，此刻只属于
他一人。当天，陈金辉兴奋的
神情和爽朗的笑声，让杨娜心
中的石头落了地。

【幕后】 为圆老人梦，志愿者跑遍长沙

女子被鸭子抓伤差点没命

做完理疗后肩肌腱损伤，按摩惹的祸？
长沙脊动力德思勤店回应：建议做伤情鉴定

扫码看视频

视频连连看

12月16日上午9时许， 湖南高速集
团娄底分公司娄底西路产大队的两名巡
查人员巡至G60沪昆高速东往西方向
K1153+875M处，发现前方右侧两位行
人正拖着行李在应急车道上行走。两侧，
不停有车辆疾驰而过，情形十分危险。经
了解，两位老人是凌晨1时左右搭乘大巴
车回双峰县，因为搭错通往贵州的车，便
中途下车换乘。然而，因为路线不对，他
们迟迟搭乘不到回双峰的车辆， 两位老
人决定尝试徒步高速回家。 了解了事情
经过以后， 巡查人员将两位老人扶上巡
逻车， 将他们送至娄底南收费站外一中
巴车停靠点，并看着老人上了回家的车。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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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高速上演“人在囧途”

12月20日，陈金辉卧在床上看志愿者发来的长沙不同地方的视频和图片。
通讯员 供图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