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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牙科医院答患者十六问④

借两千给朋友应急
对方还钱搞分期付
朱子川没想到，自己好心借钱给朋友小
张应急，结果对方还钱搞起分期付，而催债时
还被嘲讽太爱钱了，这让他特别郁闷。
“ 现在
借钱不还还理直气壮了。”昨天，他跟记者这
样吐槽道。

支吾吾了半天也没给个具体期限，随后就把
电话挂了。
“两千块不是个大数目，但是欠债还钱天
经地义，
他凭啥不还给我。”
朱先生说。

借两千给朋友应急
朱子川今年 28岁，目前在杨家坪西城天
街星座 B座上班。今年 9月 3日上午 9点多，
他在办公室接到了好友小张打来的电话，小
张告诉他，自己正在宠物店购买宠物，之前支
付了订金，约好抱宠物给余款的日子，但是自
己微信上没这么多钱了。
“ 我现在就在狗舍
的，又没带这么多现金，你能不能转我两千应
急，我中午到家就还你。”小张的语气特别焦
急。
朱先生告诉记者，小张是自己大学同班
同学，在大学时关系还不错，两个人毕业后都
留在重庆工作，毕业后其实交集不多，偶尔在
朋友圈里互动一下。听到朋友借得如此急，
金额也不大，朱子川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了，挂
了电话就当即转了两千元给对方。在微信
上，小张给他承诺会当天还钱。没想到这笔
钱借出去，
却迟迟不见还款。

对方还钱搞分期
10月 12日晚，朱子川给小张打电话，没
想到等到晚上 11点，小张给他微信转来了
200块钱，还称以后分期还款。
11月 3日，小张又给朱先生发了 200块
钱。朱先生让他赶快把剩下的 1600块还了，
然而小张再也没有答复，打电话也不接。朱
先生随后用女友的手机号给小张打电话，没

矫正牙齿有哪些办法

七嘴八舌
基本不借钱给别人
周思路 27岁

翻译

有的人是真的忘了，
提醒他会马上还，
有的
人就是故意不还，
觉得拖几天说不定你自己都
忘了，
就不用还了，
现在我基本不借钱给别人。

催别人还钱不丢脸
王淑君 25岁

文职

不觉得催别人还钱是什么丢脸的事，我
借钱给你应急本身就是帮你，让你还钱是很
正常的事吧。

朱子川借钱给小张的微信截图
想到小张接了电话还显得特别不耐烦：
“又不
是不还给你，慌啥嘛，你这个人太爱钱了。”说
完就把电话挂了。
小张和朱先生的共同好友王波告诉记
者，他只晓得小张目前在一家国企上班，兼职
做微商，
肯定不存在缺两千块钱的问题。
昨日下午，根据朱先生提供的电话号码，
记者联系上小张，他的说辞还是和之前一样，
会还钱，但要分期。到底什么时候还完，他支

专家观点

借钱最好保留凭证
重庆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军认为，遇
上小金额借钱，最好事先跟朋友约好归还期
限，到期马上找对方归还。或者利用双方见
面的时候，
当面向对方提出还钱。
若对方还是拖欠不还，建议保留借钱时
的凭证，必要时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敦促
对方还钱。
都市热报-厢遇记者 龙玉玲 受访者供图

12名工人吃 20只癞蛤蟆中毒

柴门头啖汤登陆国金中心
柴门饭头啖汤江北嘴 I
FS国金中心店华丽
开启，每日第一锅新鲜的老汤，为川菜注入生活
的温度。温暖而健康的汤品与精致美味的川菜
而结合创造出的“柴门头啖汤”，已开启了 11年，
打造一个集轻商务、家宴、精致简餐为一体的温
馨小资川菜餐厅，塑造城市温馨生活的典范，为
你开启尊享养生模式。 记者 周伟 鲜于文奇

来旭辉乐活城尝传统美食
近日，
重庆传统美食文化艺术交流节在旭辉
乐活城盛大开幕，上千名巴南市民在旭辉乐活城
共享美食与文化交融的盛宴。除了各种传统美
食，即日起至 12月 9日，旭辉乐活城还将继续开
展中华礼仪表演、国学开笔礼、财神进宝大巡游、
传统糖画甜蜜派送、走马镇民间故事、三峡皮影
小剧场等精彩活动。此外，旭辉乐活城准备了
10万元无门槛现金券进行大派送，回馈广大顾
客。
记者 周伟 鲜于文奇

近日，铜梁区二坪镇 12位工友，吃晚饭的
时候尝鲜吃了 20只蟾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癞蛤蟆。不料在满足口腹之欲后，当天晚上
12人全部中毒送医，其中 2人因为中毒较深，
还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
昨天，记者在铜梁区人民医院重症监护
室看到了两位因食用蟾蜍入院抢救的工友游
国海和李应光。据了解，在 12月 3日下午，他
们 12人收工之后，在雇主家分两桌吃晚饭。
桌上除去一些家常菜以外，还有两盘红烧蟾
蜍，一共 20只。当时工友们都是第一次吃，以
为是美食佳肴，纷纷抄起筷子尝尝鲜。不想，
所有食用蟾蜍的工人晚上都陆续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恶心呕吐症状。
在发现中毒之后，12位工友先后来到铜
梁区二坪镇卫生院就医，其中两位中毒较深
的工人，被紧急送往铜梁区人民医院重症监
护室进行抢救。所幸抢救及时，工友暂时脱
离了生命危险。
医生提醒，蟾蜍的头部、皮肤腺等部位都
有毒，切不可食用。一旦中毒，除了恶心呕
吐，
严重的还会导致呼吸衰竭，
甚至是猝死。
据第 1眼

医卫人才招聘 14日举行
12月 14日，我市卫生人才交流中心将在龙
头寺汇博人才市场举行第五届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人才专场招聘会。届时，预计将有 100余家基
层医疗机构现场提供基层医疗岗位 3000多个。

首届保健行业技能赛闭幕
中毒工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一块糍粑要了六旬大妈的命
又 香 又 甜 的 糯 米 糍 粑 ，许 多 人 都 喜 欢
吃。但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小心，前段时间，
家住江北的马大妈不慎被糍粑堵住气管，结
果造成窒息身亡。
11月 26号下午，马大妈与老伴肖大伯在
江北大庙车站旁，花 3元钱买了一块糯米糍
粑。马大妈一边吃，一边上了一辆公交车。
车刚刚启动，马大妈突然脸色变青，无法呼
吸。
黏性很强的糍粑堵住了马大妈的气管。
尽管吐出了一点，但大块糍粑依然卡在气管

厢遇网友“殷殷”问：我长了一口“鬼牙”，可
是戴牙套又太影响美观，
想问矫正牙齿有哪些办
法可选？
重庆牙科医院正畸科主任洪彩霞医师答：
矫
正牙齿的办法有：
1.
普通正畸。也就是患者所说的戴牙套。
看似影响美观，但比起一口不那么漂亮的牙齿，
牙套只是暂时的。
2.
无托槽隐形矫治器。美观性好，对于爱美
的人来讲是不错的选择，
但这种方式只适合轻度
牙齿不整齐、个别歪扭的牙齿。
3.
正颌外科牙齿矫正术。有的人牙齿会有
严重的牙颌面畸形，比如上颌后缩，下颌前突等
等，这时候就需要正颌外科牙齿矫正术，可以达
到预期的效果。
4.
功能性矫正牙齿。主要适用于换牙期的
儿童，因为儿童的牙齿结构还未完全定型，还有
许多的可塑性，如果此时利用功能性矫正器可以
纠正骨性畸形。
牙齿矫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定要按时到
医院进行口腔复诊，
不可自行摘带矫正器。日常
应注意饮食和口腔卫生。
重庆牙科医院是渝
中区卫计委下属的非营
利性二级口腔专科医院，
医院用过硬的技术，
为广
大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
服务。地址：渝中区民生
路 345号（七星岗兴利大
厦 2-3楼）。

位置。情况危急，公交车司机赶忙将车开到
就近医院抢救。
肖 大 伯 说 ，他 和 妻 子 感 情 特 别 好 ，日
子 过 得 很 舒 心 ，老 两 口 正 准 备 外 出 旅 游 ，
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块糍粑，竟然要了老伴
的命。
重庆东华医院急救部王主任告诉记者，
老人和孩子吞咽能力差，呼吸道系统比较脆
弱，因此在食用像糍粑这种黏性食物时要格
外小心，特别是在车上或者锻炼身体时，尽量
不要进食。

发生噎食如何抢救？
王医生表示，如果噎食造成窒息，抢救的
“黄金时间”是在 4分钟之内。发生噎食时，
一般可用海姆利克急救法，方法是让患者坐
位或站立，急救者站在其身后，双臂抱其腰，
用双手重叠放在患者上腹部肋骨位置，向上
向后快速加压，利用肺部气流将食物驱出。
身型较大的老人，
可立即将老人仰卧，
头后仰，
急救者迅速用双手置于患者肋骨最下面突出的位
置，
从下向上并稍向后加压冲击。
据第 1眼

11月 29日，
“ 巴渝工匠”杯重庆市首届康
立?保健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大渡口区举行
了总决赛。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激发保健服行
业广大从业人员“学知识、练技术、比技能、创一
流”专业学习和工作热情，促进保健服务行业的
技术交流和技术创新，加快培养高素质、高技能
人才队伍，
全面提高行业从业人员的技能技术水
平。

市红十字会征集
眼角膜移植患者
即日起到 12月 18日，重庆市红十字会将推
出
“留住光明 留住爱”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将在全市范围寻求 10名眼角膜移
植需求患者，给予全额或者部分额度的援助，帮
助他们重见光明；同时向全社会征集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
都市热报-厢遇记者 郝树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