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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竟然把针头导管留在了体内，
近一年了还没有取出。”近日，西安市民白先
生投诉称，其子在榆林市星元医院做了一个
手术，术后住院治疗第四天，护士在更换头
部留置针时发现留置针头导管断裂，并且不
见了踪影，经 B超检查发现留存体内。事发
至今已近一年，但留在体内的针头导管仍未
取出。

留置针导管断裂
B超发现体内有异物

11月 1日，白先生告诉记者，他们至今清
晰地记得 2018年 12月 28日这个日子。因为
儿子出生后眼角一直断断续续有分泌物，于
是到星元医院眼科做检查，开始医生建议按
摩处理，治疗一段时间后不见效果，医生建议
手术治疗。2018年 12月 24日，当时 5个多月
的孩子在星元医院做了鼻泪管探通手术，当
天回家发现感染了，于是第二天开始输液治
疗，并在星元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12 月 28 日，护士前来给孩子更换留置
针，将留置针拔出后发现针头导管断裂不见
了，在病房中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找到。”白
先生告诉记者，随后他们在医院做了 B超，B
超显示：左侧颞部头皮下有长约 15mm 的管
状回声物，也就意味着针头导管可能断裂在
了头部血管里，现场所有人一下子都蒙了。

接受手术取异物时
针头导管却不见了

据白先生介绍，经多方确认，发现留置
针导管确实留在了体内，而星元医院没有能
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天就派救护车和一
名护士将孩子转送至西安市儿童医院，并再
次做了 B超检查，同样发现头部皮下有管状
回声物。然而，孩子在接受手术取异物时，
医生发现留置针导管不见了，可能因为血液
流动改变了存留位置。手术后，医院再次做
B超寻找留置针导管，却没能找到。

事情发生后，白先生一家人先后在西安
儿童医院、西安交大一附院、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为其子看病，希望能找到
异物并取出，将留在孩子体内的隐患去除，
却一直未能遂愿。

院方：
确有此事,建议走司法程序

“留置针导管断裂留存在体内，会不会
顺着血液流入心脏或者肺部，如果真的有这
种可能，如万一抢救不及时甚至可能发生生
命危险。”白先生说，直至现在，这件事仍未
得到妥善处理，他们多次和医院协商无果。

“星元医院从院长到副院长，协调解决
的主任，他们都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但就是
不提出如何处理。”白先生称，他先后跑西
安、北京等地给小孩看病，已花费了 10 多万
元，家里的两个门店也关闭了。孩子现在才
1岁多，他们一家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藏在孩
子体内的这个针头导管取出，不要给孩子的
健康埋下隐患。

11 月 2 日，记者拨通星元医院院长张小
龙的电话，对方称自己不分管此事，可向分
管的副院长了解情况。星元医院副院长张
鹏辽表示，目前此事已由医调委进行处理，

“事情确实属实，我们给了 5 万元医疗费让
孩子先治疗。事情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是因为家属不愿意走司法途径解决。”张鹏
辽表示，经过医调委处理或者走司法程序，
法院判决赔付多少，医院一定会承担的。

据《华商报》报道

种花种粮都是常规操作，如今钻石
也能“种”出来了。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最
近公布的一项“种”钻石技术——在实验
室里，一星期就可以“培育”一颗 1克拉大
小的钻石。消息刷屏引发圈外人热议同
时，作为圈内人的钻石鉴定领域专家、矿
物学专家均淡定表示，“种钻石”并非最
近才出现的高科技，这种合成钻石产量
最高的国家就是中国。不过，当被包装
成浪漫化身的钻石，遇到科学进步，天然
和人造钻石未来谁能更胜一筹？恐怕需
要市场给出答案。专家直言，目前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各大科研院校都致力于

“种”钻石，他们瞄准的是人工钻石在高
科技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合成钻石“纯度”更高
像种粮食一样培育出钻石，首先要

有一个天然钻石籽晶片。甲烷气体相当
于养分，在能量作用下，形成碳的等离
子体。之后，像是灰尘一样的等离子体
在空气中慢慢沉淀，附着在籽晶片上。
周而复始，钻石不断“长大”。在实验室
环境下，钻石每小时可以生长 0.007 毫
米。大约一周，一颗 1 克拉大小的钻石
就可以“收获”了。

“种”出来的钻石，硬度、纯净度都可
以媲美天然钻石，但价格却低于天然钻

石。有报道称，合成钻石的价格只有天
然钻石的六分之一。中国地质博物馆科
技处处长杨良锋解释，钻石就是宝石级
的金刚石。从宏观上看，合成钻石和天
然钻石的成分、结构完全一样。“所以合
成的并非是假钻石。”

上世纪 50 年代，第一颗人造钻石就
已经面世。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合成钻石
技术不够精良，空气中的氮原子会进入
钻石晶体而呈淡淡的糖稀颜色。随着技
术不断提高，目前“种”出的钻石外观已
经和天然钻石几乎没有差别，甚至显得
更夺目璀璨。

“出身”难逃专业机构火眼
目 前 ，合 成 钻 石 的 方 法 主 要 有 两

种。一种是高温高压合成法，还有一种
是化学气相淀积合成法。“一般而言，后
一种方法制造出的钻石更通透干净。”
杨良锋说，高温高压法技术非常成熟
了，目前，国内采用这种方式“种”出的
钻石产量达到世界之最。而化学气相淀
积合成法仍主要存在于实验室中。

一位宝石鉴定领域专家说，虽然肉
眼不容易分辨合成还是天然，但在现有
检测设备下，是可以分辨两者的。举个
例子，一颗天然钻石形成需要经过数亿
年，甚至数十亿年，漫长岁月里环境的

变迁会在钻石内部留下“生长纹”。而
合成钻石是在实验室环境中生长，几乎
无瑕。“借助设备，可以读懂这些‘岁月
的痕迹’，从而作出正确判断。”

合成钻石更“钟情”高科技
合成钻石物美价廉，但目前市场却

并不火爆。在某网购平台上搜索“钻
石”，出现了 100 页的商品，而“人工钻
石”当关键词仅检索出 38页，如果是“合
成钻石”则只显示了 24页。但钻石销售
商已经感觉到了“威胁”，安特卫普钻石
交易大厅内今年就曾明确禁止进行人造
钻石的交易。

未来，谁能更胜一筹？现在难下结
论。专家认为，天然钻石通过每年控制
产量等方式，价格最近几年稳步上升。
但随着合成钻石工艺的成熟，大规模上
市会势必影响市场走势。

不过，首饰领域并不是合成钻石的
主攻对象。这项技术还可以用于制造激
光、雷达等领域的精密仪器。采用这种
材料制造的手术刀，会更锋利，使用寿
命更长。比如有些手机使用过程会“发
烧”，然后直接死机。究其原因是其半
导体元器件不耐高温，而合成钻石，或
者纯度稍低的合成金刚石就可以解决这
一问题。 据《北京晚报》报道

11 月 2 日，记者联系到了照片中的
实习空乘徐彦峰，他现在在中国东方航
空公司实习，已经跟飞了两趟，都是由
有经验的空乘带飞，而带他的空姐名叫
方璇，已经在东方航空工作近 20年。

近日，方璇和徐彦峰的两张照片受
到了网友的关注，一张是他们在 2004年
拍摄的，一张是最近拍的。2004 年的照

片上，徐彦峰还是一个小孩，方璇身着
空姐制服坐在他的旁边，而最近拍的这
张照片，徐彦峰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伙
子，同样穿着空乘的制服，方璇依旧坐
在不远的位置上，两张照片拍摄的地点
都是飞机的机舱内。

“我是江苏常州人，2004年第一次坐
飞机，当时是从上海浦东飞往三亚旅

游，妈妈为了留纪念，在得到空姐的允
许后，给我拍了一张和空姐的合影。”徐
彦峰说，“后来我读书，选择了空乘专
业，今年到东航实习。”徐彦峰说，自己
来到东航后无意间翻出了 15 年前的这
张照片，有些感慨，于是翻拍发到了朋
友圈。“没想到第二天我们领导颇为神
秘地走过来，问我想不想见一下照片里
的这个姐姐。”徐彦峰说，更让他没有想
到的是，第二天领导果然把合照中的空
姐方璇带到他身边，“当时我们两个人
都挺感慨的，姐姐说对我还有印象，因
为当时我是一个小胖子，她也挺喜欢我
的，所以也算是破例拍了合影。”

考虑到两个人的这段特殊经历，东
航安排方璇做了徐彦峰实习期间的带飞
师傅。

工作空闲，方璇和徐彦峰又按照 15
年前的乘坐位置，“翻拍”了一张照片，

“机型不一样了，座位的位置也有一些
差异，但是那种感觉还是一样的。”方璇
说。随后，相隔 15年的两张合影被发到
了网上。网友感慨，“空乘姐姐一点儿
都没有变，男孩子却变成了小伙子。”也
有网友称这样的相遇实在是太过巧合，

“缘分啊！”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留置针头导管留婴儿体内近一年未找到

儿时与空姐合影 15年后两人成师徒
前后对比照片走红 网友感慨“缘分啊”

断裂的留置针针头断裂的留置针针头。。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种钻石”新闻刷屏 7天长1克拉？
专家说：不是新鲜事儿，能鉴别“出身”

2019 年 11 月 3 日，空军向
社会公开发布一套 100 枚强军
主 题 纪 念 封《我 爱 祖 国 的 蓝
天》，展现不忘初心、奋飞向前
的蓝天英姿，致敬人民空军成
立 70 周年。这是《我爱祖国的
蓝天》主题纪念封之一。

新华社发

1999年出生
的徐彦峰现在是
中国民航飞行学
院航空乘务专业
的 一 名 大 三 学
生，今年 10 月他
开始实习。让他
没有想到的是，
实习中遇到了15
年前第一次坐飞
机时合影的一位
空姐，并且两人
成为师徒。 师徒两人师徒两人1515年前后对比照片年前后对比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