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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申秀梅) “迎接新的生
命平安来到这个世界 ， 这个除夕太难忘
了。” 2 月 22 日， 邵阳邵东市人民医院分诊
护士王香莲说， 除夕夜的值守接生让她难
以忘怀。

当日上午 8 时左右， 准备年末最后一
个交接班的护士王香莲听到门诊大厅传来紧
急求救： “快， 我老婆马上要生了!” 一名
男子气喘吁吁地冲进了邵东市人民医院急诊
科大厅， 告知其车上有孕妇， 马上要生了，
王香莲飞奔着跑去和保安一齐将孕妇搬运到
担架车上。 看着妻子上了担架， 想着马上就
可以进产房了， 男子长长松了一口气。 不
料， 孕妇的疼痛越来越频繁， 在平车上短短
1 分钟， 新生命诞生了……所有在场的人等
待着新生儿的哭声， 一秒、 二秒， 大家神经
紧绷， 婴儿的哭声却没有如期而来。 在场医
务人员马上以最快的速度将产妇及新生儿转
运至急诊科抢救室， 医院迅速启动绿色通
道。

护士不断安慰产妇并通知孕产妇救治
中心， 急诊科的轮科助产士肖路飞闻讯赶
来， 熟练地给宝宝清理了嘴角和鼻孔， 婴儿
发出了响亮的啼哭声。 医生护士再给婴儿断
脐、 剥离胎盘、 做好保暖工作。 产房助产
士、 产科医生及新生儿科医生组成的快速反
应团队也立即到位， 给产妇及新生儿检查，
体重 3.15 千克的宝宝身体十分健康。

据了解， 产妇是二胎， 当日凌晨腹部
开始有阵痛感， 不久后感觉到疼痛， “我
们马上坐车前往医院， 哪晓得刚到医院门
口， 宝宝就钻出来了。” 当问起分娩的感受
时， 产妇表示， 当时到医院听到医生和护
士激励的话语， 内心安定下来， 结果很顺
畅就把孩子生出来了。 如今母女平安， 十
分感激医生。

随着两孩政策的放开， 二胎妈妈日益增
多。 邵东市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刘宝华提醒二
胎妈妈， 二胎生育相对头胎早产急产率较
高， “建议第二胎分娩要提前住院， 因二胎
生产的速度也快于一胎， 二胎妈妈注意一旦
出现下腹隐痛、 见红、 破水等不适， 要及时
到医院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 盘珂 毛灵芝 伍燕琦)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有困难大家一起想
办法， 希望你和你的丈夫早日康复。” 这是
发生在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妇
科病区温暖的一幕， 2 月 18 日， 该院妇科
主任毛灵芝将爱心捐款交到患者手中。

患者赵某， 是该县大圩镇的一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 因阴道内持续性疼痛入院， 经病
理检查确诊为宫颈癌 (颈管型 )， 经与患者
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后， 2 月 10 日， 毛灵芝
为其进行手术治疗， 手术顺利， 目前患者生
命体征平稳。

患者丈夫邓某来院陪护， 毛灵芝发现邓
某面色苍白， 询问其病史， 发现其既往患胃
溃疡、 肝硬化等， 经检查重度贫血。 毛灵芝
立即邀请消化内科会诊， 安排其住院治疗。
夫妻双双入院， 按照健康扶贫的要求， 实行
先诊疗、 后付费和 “一站式” 结算， 两人报
账比例达 85%以上， 但赵某后续还需进行
化疗， 生活困难。 该院业务副院长蒋光明得
知情况后， 带头捐款， 妇科干部职工积极响
应， 伸出援助之手， 共募捐 3210 元。

������本报讯 (通讯员 文有定 莫
斌) 今年春节， 益阳市桃江县
许多外出务工人员积极响应
“就地过年” 倡议， 主动选择留
在工作地过年， 但家中留守的
双亲、 可爱的孩子， 成为他们
心中最大的牵挂。 为此， 春节
期间， 桃江县浮邱山乡计生协
组织开展了 “就地过年、 守护
平安” 新春走访活动， 慰问留
守老人和儿童。

浮邱山乡田家冲村 5 岁的
留守儿童小靖瑶与 2 岁的堂妹
小雨萱都由爷爷奶奶抚养， 两
个小朋友的父母分别在广东省
东莞市和上海浦东新区务工 。
近日， 浮邱山乡计生协工作人
员在走访慰问时， 用手机帮两
位小朋友与远在广东和上海
“就地过年” 的父母视频连线，
让家长与孩子实现了 “网上团
圆”。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 计生
协工作人员还向留守老人和儿
童详细讲解了疫情防控知识 ，
叮嘱他们注意好个人卫生和消
毒， 不要前往人员密集场所。

截至目前， 浮邱山乡计生
协共走访慰问留守老人和儿童
200 余户， 帮助其通过视频连线
等方式与亲人联系， 给留守老
人和孩子们带来了 “安心”， 也
给远方的亲人寄去了 “放心”。

��������2 月 15 日至 16 日， 郴州市
汝城县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指挥部
抽调县卫生健康局、 县文旅广体
局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督查组，
先后来到文明沙洲景区、 福泉山
庄景区、 九龙江森林公园景区等
处， 通过查资料、 看台账、 观察
现场、 听取景区负责人汇报等方
式， 实地督查景区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情况。

通讯员 朱忠达 摄影报道

��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大
主任谢辉， 多年来带领医护团
队坚守一线守护母婴安全， 每
年完成复杂手术上百例。 在他
们的努力下， 湘潭市妇幼保健
院交出了多年孕产妇 “零” 死
亡的优秀答卷。 谢辉认真负责
的职业态度， 更是赢得了社会
的良好口碑， 被患者赞誉为孕
产妇的 “保护神”。

胎盘植入对孕产妇来说险
而又险， 而疤痕子宫并发胎盘
植入， 则进一步把产妇推向危
险境地。 谢辉带领的手术团队
一次又一次成功将胎盘植入的
产妇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挽回
了患者的生命。

王女士第一胎为剖宫产 ，
已怀二胎 5 个多月的她， 一日
突然下腹胀痛 ， 阴道流水 ， B
超检查提示胎盘位于子宫前壁
及底部 ， 与子宫肌层分界不
清， 下缘覆盖宫颈内口， 入院
检查宫口已开全， 医生诊断王
女士为孕 20 周难免流产 、 凶
险性前置胎盘、 瘢痕子宫， 胎
盘植入可能性大。

病情就是命令， 谢辉指示
立即开通绿色通道， 迅速组建
快速反应团队做好抢救准备 。
王女士排胎后突然出现大量阴
道出血， 约 1000 毫升， 随即出

现休克症状。 医务人员立即加
快输液、 输血速度， 进行抗休
克等急救措施。 B 超显示胎盘
组织穿透子宫底部肌层， 腹腔
大量游离液体， 考虑胎盘植入
（穿透型 ） ， 子宫破裂可能性
大， 谢辉指示立即在产房手术
室急诊行剖腹探查术 。 术中 ，
谢辉发现王女士子宫底部有约
6 厘米破口 ， 部分胎盘组织位
于破口内 ， 在她的精准指挥
下， 医疗团队人员迅速压脉带
捆扎子宫下段， 清除植入子宫
肌层的胎盘组织， 缝合子宫破
口 ， 并行子宫体部背带式缝
合、 子宫动脉结扎止血， 经医
院多科协作， 王女士最终转危
为安。

不久前， 刚迎来自己可爱
小天使的段女士给谢辉发来微
信： “谢主任， 这是我第 3 次
怀孕流产， 这胎终于为我保住
了孩子， 衷心感谢您！”

原来， 段女士婚后多年不
孕， 选择了做试管婴儿， 可 2
次均在 5 个月左右自然流产
了 。 2020 年 3 月 ， 她再次怀
孕， 卧床苦熬了 18 周后， 却又
感到隐隐有下腹坠胀感。 段女
士急忙来到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找到谢辉， 谢辉诊断段女士为
宫颈机能不全， 并宫口已开大

1 厘米， 胚胎随时有流产风险，
需做紧急宫颈环扎术进行保
胎。

谢辉没有丝毫犹豫， 马上
为段女士做好一切术前准备 ，
进行紧急宫颈环扎手术， 并在
术后制定了详尽的保胎计划 。
在孕 36 周时 ， 段女士自然临
产并顺利分娩一男婴， 圆了做
母亲的梦。

作为产科的领头羊， 谢辉
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 为了筑牢
孕产期保健服务 “最初一公里”，
提升孕妇就医体验， 不断改革产
科门诊就诊流程， 她每年下基层
进行高危筛查 100 余人次， 及时
掌握孕产妇信息， 严格监控高危
孕产妇情况； 开展健康教育知识
讲座 30 余次， 耐心地解答孕产
妇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定期到高
危孕产妇家中进行面访， 无一遗
漏， 做到了早发现、 早干预， 从
源头抓起。

在谢辉的带领下， 湘潭市
妇幼保健院产科已发展成为
全市技术领先 、 分娩量最多
的现代化产科 。 产科年分娩
量近 7000 人次 ， 占湘潭市城
区出生人口的 2/3， 近 5 年来
成功救治危重孕产妇 1000 多
例。

湖南省 12320 呼叫中心 供稿

孕产妇的“保护神”
———记产科专家谢辉

督查景区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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