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今年第11号台风“海葵”向浙江
东部沿海逐步逼近，国家防总7日13时将
防汛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国家防总已向有关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和流域防总发出通知， 提前转移危险地
区人员。气象专家称，登陆时风力或达16
级。 ■据新华社

本报8月7日讯 针对公交车、出
租车的交通违法行为，长沙交警部门
采取“电子警察”、现场查处和流动抓
拍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查处，今日起每
周两次公开曝光。7月起，交警部门每
月都将对公交公司、出租车公司进行
交通违法排名，对连续排名前三的公
司将责令限期整改、挂牌整改。交通
违法的驾驶人除依法处罚外，每月还
将集中组织学习教育、上路文明劝导
一天。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李政葳

最爱撒野的公交的士被全城曝光
曝光率连续排名前3，公司挂牌整改 驾驶人还要上路文明劝导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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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可以生孩子吗？ ” 这是昨日通过手
术脱离生命危险的李女士， 醒来后的第一句
话。 32 岁的李女士已属高龄产妇，好不容易
怀上宝宝，却被查出是宫外孕，无奈之下，只
得放弃孩子保住性命。昨日，武警湖南省总队
医院妇产科的病房里，32 岁的李女士后悔不
已，自己当初怎么不听取医生的建议呢！

微创手术保住子宫和输卵管，
生孩子还有希望

“我还可以生孩子吗？ ”昨日，手术结束，
脱离生命危险的李女士， 醒来后焦急地向在
场的专家询问。原来，三个月前李女士就被查
出患有子宫肌瘤， 当时医生建议她先行治疗
子宫肌瘤，等疾病痊愈后再怀孕，可李女士看
自己已经 32 岁了，不能再耽搁，便抱着侥幸
心理，和疾病对抗。不料，三个月后，竟然是宫
外孕，孩子还是保不住。

“安心休息吧，手术很成功，一年后你还
可以怀孕的。 ”看见李女士醒来了，该院妇产
科主任刘芳贴心地安慰着李女士。 考虑到李
女士的具体情况， 刘芳主任及其他妇产科专
家为其施行了超微腔镜手术， 在最小的手术
创伤下摘除肌瘤，清除异位妊娠。由于异位妊
娠造成了输卵管破裂， 考虑到李女士尚未生

育，妇产科专家在手术中细心缝合，为其保留
了输卵管。只要术后李女士好好调养，身体彻
底恢复一年后还是可以怀孕的。

子宫肌瘤阻碍受精卵正常运行，
引发宫外孕

据刘芳主任介绍， 李女士是因为子宫肌
瘤压迫输卵管，阻碍受精卵正常运行，导致异
位妊娠的。她指出，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
中常见的一种肿瘤，如果肌瘤位于粘膜下，突

出于宫腔内，且体积较大，则有可能阻碍受精
卵着床，或直接导致流产；位于肌壁间较大的
肌瘤也容易导致流产， 这些情况都需要祛除
子宫肌瘤后才能计划怀孕。 如果肌瘤位于子
宫浆膜下，突出于子宫表面，且数量少、体积
小，可在医生指导下怀孕。而李女士的肌瘤正
好处于子宫粘膜下，压迫输卵管，阻碍受精卵
正常运行着床，应该先行治疗再准备怀孕。

对此，刘芳主任劝告年轻夫妇们，在计划
怀孕前一定要做体检， 经医院确诊患上子宫
肌瘤等妇科疾病的 ， 一定要积极配合医

生进行治疗，千万不可冒险，拿自己的生
命开玩笑。

微创手术祛除肌瘤，不影响生育

“许多未准妈妈检查发现患有子宫肌瘤
后，最担心的是会被切除子宫，失去做妈妈的
机会， 所以许多人都选择像李女士一样冒
险。 ”刘芳主任介绍说，其实，在医生的指导
下，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选择正确的治疗
方法，是不会影响生育的。 目前，微创诊疗技
术是国际上治疗子宫肌瘤的主流疗法， 以超
导凝固刀和超微腔镜技术为代表。 这两大微
创技术极大解除了传统诊疗方法的种种限
制，能在有效治疗肌瘤的同时完整保留子宫。
而且创伤更小甚至无需开刀， 痛苦轻、 恢复
快，治疗也更安全、精准、彻底，更不会伤及到
子宫，尤其对患者以后的生育也不会有影响。

地处长沙市河西溁湾镇的武警湖南省总
队医院是湖南省新农合及省、市、区医保定点
单位。 据了解，该院率先在湖南引进的微创技
术治疗子宫肌瘤， 已成功为近万名患者摘除
了肌瘤，效果理想。 女性朋友如果还有任何疑
问， 可直接拨打该院 24 小时女性健康专线
（0731）8888� 3318 或 加 官 方 咨 询 QQ：
800007138 向专家进行咨询。

■劲佳 石慧

子宫肌瘤招来宫外孕 高龄产妇后悔莫及

微创技术能有效祛除肌瘤，保全子宫。 图为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微创妇产科手术现场。

专家表示：微创技术祛除子宫肌瘤，不影响日后生育

本报8月7日讯 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苏拉”刚走，今年第11号强热带风暴
“海葵”接棒。

气象专家称，目前“海葵”对我省影
响不大。 未来两天， 全省以晴热天气为
主， 长沙等湘中北地区午后的强对流天
气或将带来雷阵雨。

立秋日，台风并未带来秋天
今天立秋，也是伏天的最后一伏，但

秋天并未真正到来。当地连续5日的平均
温度在22℃以下，才算真正入秋。而我省
历年平均入秋时间在十月初。

据预计，“海葵” 将以每小时10-15
公里速度向西偏北转西北方向移动，将
于7日夜间到8日上午在这一带沿海登
陆。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叶成志分析，
“海葵”目前对湖南无直接影响，本周全
省以晴热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在35℃左
右。9-10日，受“海葵”外围环流的影响，
省内风力加大。

黄花机场14航班取消
7日下午，受台风影响，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前往江浙等地的14个航班被迫取
消。 旅客出行前可拨打机场问讯电话：
84798777；乘坐南方航空公司航班的旅
客，可拨问讯电话：84799333。

洞庭湖全线退出警戒水位
省内江河湖泊水位方面，7日8时，洞

庭湖城陵矶站水位降至32.47米， 低于
32.50米的警戒水位。至此，洞庭湖水位
全面退出警戒线。省防指决定，从 7日18
时开始，对洞庭湖区的常德、益阳、岳阳3
市解除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记者 刘璋景 赵伟

“海葵”将擦身而过，湖南高温难消
长沙等地有雷阵雨 黄花机场部分往江浙航班取消 本报给你送上“防风指南”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上海市政府6日发布紧急通知：台风橙色预警解除前，
暑托班一律停课，户外建设工地停工，上班职工未按时到岗可不做迟到处理。

【可撤可不撤，撤！】此次防御“海葵”，上海果断决策：第一时间组织实施人员撤
离。6日下午，台风离上海尚有近600公里的时候，上海就已对人员撤离进行了部署。

【城市细节决定成败】台风来时落叶多，一旦堵塞下水道的进水口会积水。上
海要求，186个下立交一旦积水，一定要设置警示标志，必要时坚决封锁交通，抢排
积水。上海市副市长沈骏说，“别小看一棵树，要怎么搬、要耽误多少时间、交通怎
么安排，要有预案”。

他山之石

公司名称 车牌号 违法行为 违法地点
嘉年华巴士公司 湘A52115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潇湘路新民路路口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潇湘路牌楼路路口
嘉年华巴士公司 湘A52135 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 八一路迎宾路路口
众望公交公司 湘A17303 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 金星大道银星路路口
众望公交公司 湘A19693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潇湘路新民路路口
龙骧巴士公司 湘A15223 乱鸣 ������������ 五一大道与韶山路路口
中创出租车公司 湘AT7937 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 车站路德雅路路口
华联出租车公司 湘AT9101 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 韶山路曲塘路路口
蓉园出租车公司 湘AT9590 乱鸣 ��������������� 人民路韶山路路口
洪利出租车公司 湘AT8999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湘春路与蔡锷路交叉路口
湘涂出租车公司 湘AT8177 不按规定驶入导向车道 远大路万家丽路路口

8月7日，洞庭湖水位退出警戒线，长沙市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不少市民在水
位没过的亲水平台上玩耍。 实习生 李健 摄

8件事一定要做

●要了解周边避风场所

●准备好食物和手电筒

●及时转移阳台上的衣服

●低洼住户避一避

●不要在广告牌下或树下停车

●路遇积水先用棍子试探

●发现有人触电立即切电源

●台风后仔细检查水电燃气

6件事一定不要做

●尽量不要外出

●不要穿凉鞋、 拖鞋涉水，
不要靠近铁塔、变电器等

●最好不要骑车

●熄火后不要再次启动

●路面积水高度超过轮胎
一半时，不要涉水

●不要靠近落地电线

“海葵”将登陆，湖南受
到的影响很小。真遇上强台
风入湘， 我们该如何应对？
本报给你支招。

支招

国内连线

登陆风力或达16级

（违法时间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