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胎儿危险
剖腹产手术正在产房

进行。

消防勇救落水父子
获救游客深夜上门道谢

在众多医护人员的“保护”下，脐带脱垂的产妇躺在平车上，被紧
急送往手术室接受剖腹产。一位女医生跪在产妇的平车上，用力托举
着胎儿，以免压到脐带造成孩子窒息……20分钟后，孩子平安出生，
女医生累瘫在地上。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阳婷医生的这一跪， 被网友们称为“最美跪
姿”。“孩子没有意外，我做的这些算什么呢。”9月7日，再说起前一天的
情形，阳婷已经回归平静，更多的是为新生命的平安降临感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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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潇湘·湖南福彩大家乐”
经过了前两季的“热身”，第三季从
9月1日至28日， 连续28天豪礼放
送！彩民只要累计满20元即可扫码
参与， 每人每天最高可获得20次
“马上有奖”刮奖机会。无需兑换、
无需等待，“马上有奖” 即刮即得，
全天金条、手机、金豆、油卡等好礼
“抢”不停，还有机会赢35000元期
奖豪华大礼包， 更有机会冲击
100000元季奖超豪华惊喜大礼包！

参与“湖南福彩大家乐”，您需
要经过以下步骤：

1.下载“湖南福彩”APP。打开
微信扫一扫，扫描“湖南福彩”APP
二维码即可下载。

2.购票。在湖南省福彩投注站
购买双色球等20元、10元、5元三
款面值的均可， 累计扫码20元以
上，即可参与。

3. 扫票。 打开“湖南福彩”
APP，点击扫票界面，扫票后系统
会自动提示该票是否通过审核。

4.扫票成功后即可获得“福彩
大家乐”日奖“马上有奖”游戏次
数。每位用户每天最多获得有效游

戏次数为50次，用户可将次数分享
出去，也可自己体验“马上有奖”。

5.福彩大家乐之马上有奖。彩
民获得“马上有奖”游戏次数后，直
接点击进入“马上有奖”环节，即可
进入游戏界面，点击“开始刮奖”手
动刮开屏幕上刮刮乐票种覆盖膜，
刮开的“中奖号码”与“我的号码”
相同即中对应奖项。

6.游戏结束后彩民如果中奖，
即可在“我的”菜单“我的资产”中
查询中奖记录。

7.福彩大家乐之期奖。期奖为
系统抽奖，每季活动前15天参与活
动者，均可进入抽奖系统。

8.福彩大家乐之季奖。每季第29
天， 系统将从前28天的所有参与游
戏彩民中，抽取幸运彩民获得“福彩
大家乐·季奖”。 ■木子 经济信息

“湖南福彩大家乐”第三季上线！
本报9月8日讯 9月7日

6点30分， 郴州市宜章县107
国道坪石往宜章方向一液化
石油气罐车侧翻， 造成国道
交通拥堵3个多小时，幸亏当
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 及时
处置。

6时45分， 宜章消防中队
抵达事故现场。 经侦查发现，
在107国道坪石往宜章方向黄
土山村路段一个转弯处，一辆
车牌号为鄂HC830挂装载液
态天然气的槽罐车右侧车轮
陷入水沟导致车体呈45度倾
斜， 由于有松软泥土保护，
没有撞到石头山体，罐体没
有破损无泄漏，车内也无人员
被困。

“开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
候， 我很小心车速也不快，不
知道从哪里突然窜出两条大
土狗，为躲避我稍微往右边打
了点方向，不巧轮胎就跌落到
路基下。” 死里逃生的挂车司
机心有余悸地向救援人员介
绍当时情况。

为确保万无一失，宜章县
迅速启动化学危险品事故应
急处置预案，县相关应急联动
单位相继抵达事故现场开展
联动处置工作，附近黄土山村
民已经在当地玉溪镇政府工
作人员的安排下疏散到了安
全位置，交警部门对整个路段
进行了交通管制。宜章中队根
据现场情况立即架设一门水
炮，掏出两支水枪对罐体进行
保护。

8时许， 经燃气专家现场
反复勘查， 发现罐体压力稳
定，罐体前后阀门完整没有受
损，车子右后面两个轮胎已破
损，现场建议起吊扶正，在更
换车胎后可以安全驶离现场。

10时5分，吊车将槽车扶正
完毕，在更换好轮胎后槽车自
行驶离现场， 危险警报正式
解除，107国道中断3个多小
时的交通终于恢复正常，受到
惊吓的黄土山村民也终于放心
回家。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赵军

本报9月8日讯 5年时间，
从专科到本科再到备战考研，李
远哲按照自己的学习计划一步
步接近目标。 常人无法想象的
是，这个努力够拼的男生竟然是
一名脑瘫患者。昨天，他送妹妹
到母校长沙商贸旅游职院报到，
这里是他梦想起飞的校园。

年年荣获励志奖学金
命运开的玩笑，总是悄无声

息。李远哲一出生便被确诊为轻
微脑瘫。 但父母的坚强和爱，为
他迎来了成长的另一片天地。
“从小认字、读书，父母都以正常
孩子的标准要求我，而且学习上
也对我特别严格。”就这样，在父
母的鼓励下，21岁的李远哲考
上了长沙商贸旅游职院市场营
销专业，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远

哲特别努力刻苦！” 曾任李远哲
班主任的赵刚老师告诉记者，虽
然身体有些不便， 但这并没阻挡
李远哲积极向上的脚步。 在校期
间， 他学习很认真， 专业成绩突
出，年年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课
余时间还经常登录国家精品课程
网站去观看视频，自学专业知识。
“远哲自律性非常高， 在校期间，
没缺过一堂课， 也没接受过任何
特殊照顾， 比普通学生表现得更
加优秀！”赵老师对昔日的学生赞
不绝口。

已本科毕业，明年准备考研
2017年， 李远哲通过专升

本考试， 顺利考上了长沙学院，
就读市场营销专业。让专业任课
教师丁晓丽尤为感动的是，李远
哲专升本成功后，还不忘帮助学

弟学妹。 他甚至自己建了个群，
专门分享专升本的考试经验、题
型等，并进行考研指导。近3年，
前前后后有数十名学弟学妹在
学长李远哲的帮助下，顺利通过
专升本考试。

从长沙商贸旅游职院毕业
后， 李远哲时不时还会回到母
校，看看学校的变化，看望关爱
过自己的老师。他说，自己跟母
校的感情很深，这是他梦想起飞
的地方。为此，妹妹李雨薇在哥
哥的鼓励下，今年也考上了哥哥
的母校。“他是我的榜样，一直给
我学习的动力！”

今年6月，李远哲已顺利本科
毕业，目前他正在为明年考研做
准备。与此同时，他还在经营自
己的网店，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向瑾锦

9月6日凌晨1点37分， 省妇幼保
健院急诊科里的医护们，正在忙碌着。

这时，捧着大肚子的王群（化
名） 在丈夫的搀扶下进入急诊科，
此时的她已经破水。值班医生阳婷
立即给王群检查，只见胎儿一只脚
已经露在宫口外，旁边还有像脐带
一样的东西在搏动。

“脐带脱垂，还是臀位！”阳婷
心里一紧，担心不已。臀位是异常
胎位，加上脐带脱垂，产妇发生宫
缩时，脐带一受压，胎儿就会面临
窒息。阳婷赶紧通知产科、麻醉手

术科、 新生儿科做好抢救准备，并
立刻通知科室主任开通绿色通道。

在将王群送往手术室途中，阳
婷跃身上了平车， 半跪在王群身
下，用力地向上推胎儿，避免挤压
脐带，造成孩子窒息。

这样的姿势，一直坚持到王群
进入手术室。凌晨 1�点 52�分，早已
准备就绪的医护团队，迅速为王群
实施了剖腹产，仅用了5分钟时间。
母子平安，孩子2050克重,出生评
分正常， 听到产房中的啼哭声，阳
婷终于松了一口气。

惊险20分钟！女医生跪身做生命“托举”
当时脐带脱垂，胎儿面临窒息危险，术后母子平安 这一跪，被网友称为“最美跪姿”

专升本、考研……这位脑瘫学子根本停不下来
3年来他还帮助数十名学弟学妹通过专升本考试

罐车侧翻，国道中断，3小时紧急排险

本报9月8日讯 “谢谢你
们，救了我们的命！”9月6日晚10
点多，一名身着背心短裤，穿着
拖鞋的成年男子携妻带子来到
湘潭韶山消防大队营区，专程感
谢消防员的救命之恩。

事情要从当天下午说起。
“快点，救人啊，有人掉荷花塘
了！”阵阵急促的呼救声从毛主
席故居附近传来。9月6日下午
5点多，一对从永州来韶山旅游
的父子不慎跌落荷花塘中，听
到旁人的呼救， 正在附近训练
巡查的韶山消防指战员立马中
断训练， 中队长刘文昌奋不顾
身跳入塘中，首先将小孩救出，
随后再与赶到的武警战士一道
将落水男子救出。 二人被送去
休息后， 救人的消防员便悄然
离开了。

晚上10点多，获救的曾先
生经多方打听， 终于赶到韶山
消防大队，找到了刘文昌，出现
了本消息开头的一幕。
■记者张洋银通讯员朱亚军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武科 实习生 曹紫瑶 视频 郭辉

监控视频中， 阳婷弯
着腰， 左手撑着以免压到
产妇，右手紧紧托着胎儿。

（视频截图）

一切如常
在医院的监控视频中，推着王

群的平车到达电梯口时，阳婷一个
跃身也上了平车，弯着腰，左手撑
着以免压到产妇，右手紧紧托着胎
儿，一条腿半悬在车边缘。

“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想着母子
要平安 。” 听说自己被网友点赞为
“最美跪姿”，阳婷坦言，胎儿出现窒
息危险， 作为医生肯定要想尽办法
救人。在平车上，她很担心王群，一直
在观察，直到王群被送上手术台，她
才发现自己手脚都发麻了。

赢得了这一场生死竞速后，阳婷
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再回想当时

的情形，阳婷已经恢复了平静，更多的
是为新生命的平安降临感到开心。

湖南省妇幼急诊科主任刘溯
介绍， 脐带脱垂是一种少见的产科
急症， 脐带是连接胎儿与胎盘的纽
带， 母体主要是通过脐带将氧分及
营养物质传输给胎儿， 供其生长发
育。一旦发生脐带脱垂，产妇在宫
缩时处在最先进入骨盆入口的胎
儿部分与盆壁之间的脐带就会受
到挤压，导致脐带的血液循环受阻、
胎儿缺氧，造成严重的宫内窘迫。脐
带血液循环完全或者部分阻断 7�分
钟以上，胎儿可迅速窒息死亡。

女医生托举20分钟防窒息

为新生命平安降临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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