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6日讯 “今天接到10

多位好心人打来的电话， 大家很热心

地给我家孩子捐衣服，我很感动。我想通

过你们，向这些好心人说声‘谢谢’！”今

天下午，李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

本报报道在长沙务工的李女士想

给老家的孩子添衣服， 希望有好心人

将家里穿不上的旧衣服送给她家孩子

穿（详见本报1月25日A15版 《过年

了，我想给孩子添“新”衣》）。今天上

午，十多位好心人给李女士打来电话。

李女士说， 第一位打来电话的是

位先生， 住在河西八方小区附近，“我

在他家附近和他见了面， 他送给我一

大袋子衣服，大人、小孩的都有，衣服

质量、 款式都蛮好的， 有件皮衣非常

新。”让李女士特别感动的是，临走时，

这位好心先生还硬塞给她100元钱打

的，但她拒绝了，“给我家小孩捐衣服，我

已经很感激了，钱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家住小吴门的黄女士则收拾好了

一大包小孩的衣服，特意送到公交站，

等着李女士来取。

让李女士意外的是， 今天还有人

请她做钟点工。她说，上午，家住香樟

路的一位女士给她打来电话，“请我有

空去她家打扫卫生， 顺便将她家一些

旧衣服拿回去。”

热心读者的一个个电话， 让长年

漂泊在外的李女士感到异常温暖，她

一再拜托记者，帮她向这些好心人说声

“谢谢！”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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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手术不慎重

她抱了 5年的药罐子

武警医院专家提示：意外怀孕需慎重，当心给日后生育埋下隐患

������王可平介绍说， 如今人流手术方式有无痛

的、可视的、药流的等多种方式，但是人流手术

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女性的健康， 不当人流可

导致各种妇科疾病，甚至不孕。 因此，女性朋友

在决定做人流手术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选择

安全的手术方式和正规的大型医院， 才能将伤

害降到最低。

在此，专家推荐超导可视无痛人流技术。 该

技术是在可视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这就从客观

上保证了手术时间短和手术彻底，从而也避免了

人流术中因为紧张、恐惧、躁动、挣扎而造成的子

宫穿孔、吸宫不全、漏吸、人流综合症等并发症的

发生， 使病人在睡眠状态下轻松地完成手术，完

全可以避免因药流及人流不全导致的清宫，彻底

免除术后阴道流血时间长而引起的阴道、子宫甚

至盆腔感染。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及数万例手

术零事故证明，超导可视无痛人流术已经将终止

早孕的手术推向了安全、无痛的全新境界。 节假

日武警医院照常上班， 女性朋友如果有任何疑

问， 可直接拨打 24 小时红飘带女性健康专线

（0731）8888� 3318 或加 QQ：139285588 进行咨

询， 也可登陆网站：www.88883318.com�与在线

医生进行交流，专家们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卫丰

�������原来，王艳在结婚半年后不慎怀孕。 当时夫

妻俩都还年轻，根本就没打算要孩子，于是两人

商量后决定先做人流手术。王艳曾经也听朋友们

说过， 人流手术有可能对子宫造成各种损伤，还

有术后感染可能会影响以后的受孕。但这并没有

引起她的足够重视。 她想，做人流手术的人那么

多，也没见得怎么着，不必大惊小怪吧，于是他们

便去了离家很近的一个小诊所做人流手术。

术后，所有的疼痛很快就消失了，在家休息

两三天后王艳就去上班了。 几天后，她突然感到

身体不适，首先是发热、寒战，接着下腹疼痛，以

为是肠道感染，在家吃了药仍未见好转，这时阴

道分泌物也突然增多。 到医院进行检查，医生诊

断为急性盆腔炎，原因可能是术后感染所致。 必

须彻底治疗，以防病情迁延。 经过一个疗程的治

疗，病情基本得到控制。王艳又没有坚持治疗，没

过多久，症状再次出现，真是苦不堪言。于是她再

次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说，由于她延误治疗，急性

盆腔炎已转为慢性，而且可能导致不孕。 从此以

后，医院便成了王艳常光顾的地方，打针吃药更

成了家常便饭。可是几年下来她的病情依然时好

时坏，迁延不愈，真是折磨得她心力交瘁，眼看着

周围的同龄人都陆续当了妈妈，她陷于深深的忧

郁中，自己快 30岁了，何时才能做妈妈呢？

������“现代女性对不当人流的危害大多不够

了解，为图方便往往选择药物流产或去私人

小诊所做人流，殊不知，不当人流方式给身

体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湖南红飘带女性健

康教育基地———武警医院妇产科专家王可

平介绍说，早孕者终止妊娠应该慎重选择医

疗机构，不科学的流产手术，往往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感染、出血，子宫穿孔等并发症。 此

外，流产手术后可能会发生月经失调、子宫

腔粘连、输卵管堵塞及子宫内膜异位症等不

良后果， 对女性今后的生育造成很大的影

响。 更可怕的是，人工流产可导致终生不孕。

由于反复地钳刮子宫内膜，内膜基底层受损

(变薄 )，导致月经过少，甚至闭经，受精卵着

床而没有良好的“土壤”，使之不能发育成胚

胎，因而终生不孕。 因此，女性朋友在选择人

流手术时要慎重，尽量选择专业、正规的医

疗机构，以免给自己的健康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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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那次人流手术，差点造成我终身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不切

实际地想，这世上若有后悔药该多好……”躺在武警医院妇产科的病床

上，王艳向医生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她希望女同胞们能吸取她的教训，当

决定不要小孩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人流手术，别等手术后

引起其他疾病了才后悔。 一失足成千古恨，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据了解，现代女性时常受到意外怀孕的困扰，由于对人流手术不够了解，引发了

很多妇科疾病，给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 为此，本报特邀长沙市河

西溁湾镇的武警医院妇产科专家王可平，来谈谈人工流产的注意事项，希望引起更多

女性朋友的重视。

专家推荐：终止早孕，首选超导可视无痛技术

专家解读：不当人工流产手术危害大

病例直击：不当人流引发不孕，少妇后悔不已

本报1月26日讯 本报报道《“妈

妈别哭，以后我就是顶梁柱”》（详见本

报1月22日A09版）一文后，许多读者

致电本报，表达了对文中主人公———

11岁的浏阳男孩喻光华不幸遭遇的

深切同情。今日，喻光华的姑姑喻爱

平告诉记者，小光华将在亲人的陪同

下，于今晚前往北京道培医院接受下

一步治疗。

11岁的孩子令人钦佩

“感谢社会好心人士的爱心帮助，

如果不是你们， 光华的命早就不保

了。”喻爱平哽咽着说。在喻光华的父

亲因砍柴筹钱救子不幸身亡后， 几日

内， 喻家再一次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

两万余元募集款。

喻爱平告诉记者， 小光华虽然失

去了至爱的父亲， 但他很坚强， 很勇

敢， 对治病也保持着信心。“我明显地

感觉到，一年来，光华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苦难的经历让他迅速成长。”作为

姑姑， 看到11岁的孩子如此懂事，也

觉得宽慰许多。

“在家庭遭遇如此大变故后，这个

11岁的孩子表现出的成熟和克制令

人心痛，也令人钦佩。”小光华的班主

任对记者说。

喻家还差手术费13万元

连日来，爱心如潮，许多人都向这个

祸不单行的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我想

给光华买套新衣服，捐点钱，还想在精神

上给小光华一点鼓励。”19岁的山东姑娘

陈维鹃现在长沙某酒店工作， 看到本

报报道后，她被深深感动了。

“此次赴北京治疗可能要待两三

个月。医生说，骨髓移植成功的概率还

是比较大。”喻爱平告诉记者。据了解，喻

光华若手术成功， 大约需要40万元医药

费，截至目前，喻家还差手术费13万元。

读者朋友，如果您想帮助这个“小

雷 锋 ”， 请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0731-84326110， 让我们一起援手使

这个家庭渡过难关。 ■记者 尹瑭敏

湘潭县易俗河的周小姐1月

26日来电：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

就要到了，我们一家人好想妈妈！

希望三湘都市报能帮我找到2年

前离家出走至今仍杳无音讯的母

亲，让一家人能早日团聚。

周小姐告诉记者， 母亲名叫

付翠娥，1954年出生， 一直生活

在湘潭县易俗河农村。 以前，母

亲也曾因为与家人发生争执而

离家出走，但每次消了气都会主

动回来。2008年春节刚过， 因为

家庭矛盾，她再次同周小姐的父

亲争吵起来， 之后不顾家人劝

阻，一气之下离开家门，从此就

再也没有回来。

“她走的时候， 好像就只带

了一两百块钱。” 周小姐说，2年

来，她和家人问遍了所有的亲戚

朋友，都没有母亲的消息。“她是

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又没什么

手艺， 真不知道这2年她是如何

度过的。 我爸身体一直不太好。

我妈出走后，他很担心，瘦了不

少。”说到这里，周小姐显得格外

伤感。

周小姐的妹妹几年前考入北

京大学，几个月前已经毕业，在北

京找了份很不错的工作。“早几

天，我妹妹还打电话过来，说很想

念和担心母亲， 还经常梦到她。”

周小姐说：“其实我也一样， 真想早

点见到妈妈， 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

对她说！”

回想起两年前的那次争吵，周

小姐说并不能怪母亲， 为此全家人

都感到非常内疚。“现在又快过年

了， 我们都盼着妈妈能早日回家团

聚！”周小姐说，希望妈妈看到报纸

后能主动回来。 如果有好心读者见

到了她妈妈， 希望能将他们全家的

思念转达给她，劝她早日回家。

读者朋友， 如果您有付翠娥的

消息， 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0731—

84326110， 或直接联系周小姐，电

话：13007325221。

■记者 刘晓波

与家人争吵负气出走，2年杳无音讯

付翠娥，女儿盼你回家过年

小女儿经常梦见你，大女儿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如果有读者认识她，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有事您说话

帮办大平台

0731-84326110

你帮我帮大家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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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内又收到两万元捐款

“小雷锋”昨晚赴京接受治疗

《自己手术还差钱，他却捐助台胞》后续

10多位好心人打来电话要捐衣捐钱

“我很感激，不要钱”

《过年了，我想给孩子添“新”衣》后续

周小姐提供的母亲付翠娥近照。

本报1月22日A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