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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遭遇转角，“小情人”hold不住了！
��������今年夏天毕业后， 阿玉就跟着男友从
常德来到省城长沙打拼， 虽然两个人收入
都不高，但沉浸在甜蜜的爱情里。 这对“小
情人” 憧憬着有一个美好未来， 生活也平
静、幸福。
甜蜜爱情碰上烦恼插曲

甜蜜的爱情，也会有意外的插曲。 中秋
前，阿玉发现自己的“老朋友”并没有如期而
至，开始不安起来。男友很是惊讶，显得不太
愿意接受阿玉怀孕的“事实”，所以两人商量
决定再等一周看看。一周后阿玉的例假依然
没有出现，不得已二人到附近诊所做了简单
的检查。 不过检查的结果却让阿玉大吃一
惊，医生告诉她宫腔内未见明确孕囊，但左
侧附件区有一包块，疑为宫外孕，建议她立
即住院，进行手术。

宫外孕，还要做手术？ 这对于两个刚参

加工作的年轻人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 诊
所说的很严重，两人只好四处借钱，准备给
阿玉做手术。 但是考虑到这么大的手术，出
于对这家诊所医疗条件的担忧， 害怕手术
没有安全保障， 两人在询问了朋友后决定
寻找更专业、正规的医院进行手术。 于是二

人来到了二级妇产专科医院———长沙丽人
妇产医院。
金三维凯尔终止妊娠术，专业更给力

在长沙丽人妇产医院的诊室里，看着焦
躁不安的阿玉，计划生育科专家周主任一边
安慰她，一边仔细询问详细情况以及门诊检
查结果。 在周主任的建议下，阿玉重新接受
了检查，结果提示为宫内早早孕，并不是宫
外孕，这让阿玉大松一口气。 周主任告诫阿
玉，误诊现象在一些条件差的小诊所里时有
发生， 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多选择到专业、
正规的医疗机构诊治。

由于不是宫外孕， 周主任建议阿玉再
考虑一下孩子的问题。 阿玉考虑到自己和
男友年纪尚轻，且刚刚毕业没有经济基础，
现在就要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
担，所以还是希望把孩子拿掉。 考虑到阿玉

还未生育， 周主任建议她做金三维凯尔终
止妊娠术， 因为金三维凯尔终止妊娠术是
借鉴国际先进技术优势研发而成的一种专
业终止妊娠术，能够有效维护女性产道、子
宫和卵巢，全方位 360°呵护女性的再生育
能力， 尤其适合初次意外怀孕和尚未生育
的女性。
相关链接

为让女性朋友免受意外怀孕的困扰，
保 护 女 性 朋 友 健 康 ， 现 在 拨 打 电 话
82812222、登陆 www.100lr.com 预约即享
长沙丽人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礼遇：

1、人流手术费减免 100 元；
2、挂号、早早孕检测、常规妇检、白带

常规、盆腔腹式黑白 B 超、电子数码阴道
镜、术后航空营养餐、术后盆腔腹式黑白 B
超复查等免费。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覃路莹
通讯员 伍西明 罗文 武海亮

9月 21日，47岁的白血病患者王欣
（化名）躺在湘雅医院血液科的无菌病房
接受放化疗， 尽管面庞憔悴， 但神情乐
观，因为两天后他将获得来自韩国的“生
命之血”。

一年来，亲朋好友配型失败，中华骨髓
库总库、涉外部配型检索失败。就在王欣几
乎要放弃时， 韩国骨髓库传来了找到配型
吻合供者的好消息。 这一场横跨中韩两国
间的国际爱心传递， 也让王欣即将成为首
例中国接受外国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
者。

自体移植后复发
王欣是湖南湘阴人，经商有道，事业成

功。2009年8月17日， 王欣发现身上皮肤出
现血点，便来到湘雅医院检查。初步检查后
医生推测可能患白血病， 又经专门的骨髓
穿刺检查发现，王欣的白细胞数量异常，比
常人高出很多， 最后被确诊为急性非淋巴
细胞白血病M2a型。

确诊为白血病后， 医院开始为王欣进
行化疗和对症治疗，王欣恢复良好，骨髓
癌细胞控制在5%内，血象正常。同时，王欣
的亲戚朋友为他进行骨髓配型，但无一合
适。

由于化疗效果良好，2010年7月， 医院
为王欣进行了一次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
植。 湘雅医院血液科移植专家徐雅靖说：
“首选方法是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因为自
体移植相对容易复发， 但找不到合适的配
型。”这次移植后，王欣的造血功能恢复良
好，骨髓处于完全缓解状态，他可以正常地
工作、生活。

移植后半年复查， 有复发趋势。“唯一
能根治的办法是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徐

雅靖说，“找不到供者，只能不断做化疗，最
终会导致耐药， 化疗也不再有效果。5年存
活率不超过20%。”

韩国传来配型好消息
今年6月， 由中华骨髓库总库检索

后，未发现国内有合适配型，又向台湾、
新加坡等地骨髓库申请配型检索， 均以
失败告终。

7月， 当王欣一家人已接近绝望时，从
韩国传来了好消息： 韩国骨髓库有一男一
女两位与王欣初步配型基本吻合的供者。

据了解，在通常情况下，男性供者发生
排异反应的可能性更小， 因此比女性供者
更适合捐献造血干细胞。另外，由于东西方
人种间的差异， 来自西方国家的供者很难
与东方人进行配型， 而同为亚洲人的韩国
供者则相对来说更容易配型成功。

两位韩国供者进一步进行10个位点的
高分辨结果确认和严格体检后， 最终认定
其中的“80后”男性供者更适合为王欣捐献
造血干细胞。

“救命血”最快23日送到长沙
徐雅靖介绍， 韩国供者的骨髓采集时

间是9月22日和23日两天，骨髓采集后必须
在24小时内移植进入患者体内。“采集的骨
髓将于9月23日晚送抵长沙，当天晚上将通
过静脉血管输注到患者体内。”

“非血缘骨髓配型成功率是十万分之
一，移植成功率是60%左右。”徐雅靖介绍，
“将骨髓移植入患者体内并不困难，最难的
是移植后如何处理并发症。 患者必须闯过
感染、出血、排斥反应几道难关。”

徐雅靖说，如果一切正常，只需要经过
十几天的重建造血， 王欣便能从无菌层流
室过渡回到普通病房， 经过调养后康复出
院。“移植一个月后还要做DNA检测， 如果
和供者完全一样，才算成功。”

苦寻1年，韩国小伙为他送来“救命血”
采集的骨髓将于23日晚送抵长沙 这是我国首例跨国骨髓移植

常德一名普通的私企老板在常德市第一中医院一次偶然的入院治疗， 出院时将高达6
位数的善款交到了该医院，他希望医院能把这笔钱成立一个救助基金，帮助一些无钱治病
的特困户。日前，来自临澧县的陈女士成为首位受助者。

9月6日，陈女士因急性胰腺炎住院至今，已花费7000多元医疗费。因家中负债累累，陈
女士不打算继续治疗。一筹莫展之际，医院表示有一笔爱心善款帮她解决住院费用，除新农
合报销2000多元外，剩下的5000元将由好心人资助。陈女士喜出望外，却因好心人不留名无
法当面感谢恩人。

据该院普腹肛肠外科的医护人员表示，今年5月，此位善心人士来该科室治病，同时将
一笔6位数的善款交到该科室医生手中，要求在该科室设立一项救助基金。医护人员透露，
该善心人士是一名普通的私企老板，他表示“善款用完还会继续捐赠”。

院方表示，一定好好使用这一笔善款，合理利用、严格把关，真正帮到那些特困患者。
■见习记者 聂诗茼

捐6位数善款作基金不留名

本报9月21日讯 “只有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的记者才能跑出好新闻”。今天
上午，湖南新闻战线深入开展“走基层、
转文风、改作风”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
开。150名湖南省直新闻媒体编辑、 记者
代表分享了走基层的感受。

下阶段，省委宣传部、省记协将开展
专项督查，通报“走基层、转文风、改作

风”活动进展情况。会议要求，各新闻单
位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找差距、 补空
当、转作风活动，力求活动不流于形式。
新闻单位要通过评优稿、评先进、选拔人
才向“走转改”倾斜，鼓励更多的编辑记
者深入基层、转变作风、改变文风，营造
浓厚的“走转改”氛围，力求真走、真转、
真改，逐步形成高潮。 ■记者 胡抒雯

深入群众，跑出好新闻

本报9月21日讯 今天上午， 省侨联
海外侨社团联谊总会在长沙成立。 该联
谊会是目前国内侨联系统成立的首家海
外侨社团联谊组织。 香港著名侨领王钦
贤当选会长。

该会由海外以湘籍为主的侨社团(含

侨商会、同乡会、联谊会、各类专业协会、
学会、专业联合会、港澳及台湾涉侨社团
等)和侨胞组成，系联谊性的非盈利性社
会团体，是省侨联的团体会员，目前共有
139个理事单位和个人。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谢星星

省侨联海外侨社团在长沙有个“家”

9月21日，长沙黄花机场。全国道德模范许月华（前）和唐中和（右二）等10人载誉
而归。 记者 李丹 摄

本报9月21日讯 今天下午，第三届
全国道德模范许月华和唐中和载誉返湘。
在今年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 湘潭市福利
院供养员许月华荣获“全国助人为乐模
范”，新宁县丰田乡庄丰村村民唐中和荣获

“全国诚实守信模范”。同时返湘的还有8位
提名奖获得者。此前一天，他们出席了中央
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北京举办
的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 ■记者 胡抒雯

“全国道德模范”载誉返湘

爱心连线

简讯

1.网络：登录本次活动办公室指定的网站———红网www.rednet.cn“三问”活动平台
在线提交，或发送电子邮件到sw2011@rednet.cn；2.信函：请将信函寄至中共湖南省委“迎
接党代会，迈向新征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活动办公室，地址：长沙市蓉园宾馆7
号楼，邮编：410011；3.短信：基层党组织书记可通过湖南省基层党建手机信息平台反馈。

“三问”活动参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