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速递

本报讯 5月 12日晚，六枝特区

岩脚镇民乐村罗家寨， 一名女孩在

使用铡草机时，左手不慎卷入其中,

从手指到小臂部分均被机器绞碎。

据介绍，当日 21 时 20 分许，该

女孩使用铡草机时， 用手塞草料的

过程中，左手不慎被卷进机器中，整

个小臂部分被卡住， 鲜血从机器里

不断流出。 女孩家属解救无果后，于

21时 57分拨打 119向消防员求助。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医护人员

已为小女孩打上点滴。

消防员仔细察看机器的构造

后， 决定采用切割机对机器两侧进

行切割， 并用液压扩张器对机器进

行分离。 为防止切割时的高温对小

女孩造成二次伤害， 消防员找来了

湿毛巾，盖在了女孩手臂上。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

女孩的手被成功解救出来。

遗憾的是，小女孩的手指到小臂

部分均被机器绞碎， 现场医护人员

立即对女孩的手进行包扎处理，将

其送往医院治疗。 （龚鹏鹏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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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 100例试管婴儿报名征集中

生殖专家高士友带你零距离接触

试管婴儿技术的诞生， 解决了不孕不育诊治

中的难点、疑点，将众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化腐

朽为神奇，为广大不孕不育夫妇带来福音。从字面

意思上来看，试管婴儿好像是试管里长大的孩子，

源于对试管婴儿技术的不了解。 贵州睿德迩妇产

医院的医疗院长， 生殖中心总负责人高士友零距

离为广大读者解析试管婴儿。

什么是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并非是孕育在试管里的婴儿， 它只

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简称。 除了受精的过

程与一般的宝宝有所区别之外， 试管婴儿的发育

也跟其他宝宝一样。通俗的讲，就是将女方的卵子

和男方的精子分别取出来放在试管、 培养皿里让

它们自由结合成胚胎后再放回女方子宫的技术；

当男方患有严重的少弱畸精症或精子与卵子结合

障碍时， 医生可采用单精子显微注射的方法使其

受精形成胚胎后再移植回母体。

试管婴儿适用于哪些不孕不育夫妇？

世界卫生组织将不孕症定义为， 结婚后至少

1 年同居、有正常夫妻情感生活，未采取任何避孕

措施而不能受孕。 根据试管婴儿的适应症由女方

原因造成的不孕， 我们通常采用一代试管婴儿技

术，如输卵管因素，排卵障碍，子宫内膜异位症，免

疫性不孕，多囊卵巢综合症等。由男方原因造成的

不孕，我们通常采用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如男方重

度少弱畸精子症，非梗阻性无精子症，精卵结合障

碍等。

试管婴儿成功率高吗？

一般来说，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取决于女方年

龄、子宫环境、卵巢储备能力、男方精子数量与质

量等因素。其中女方年龄是最为关键的，随着年龄

的增大，成功率会逐渐降低。因此如有符合的不孕

不育夫妇应该尽早接受试管婴儿治疗。

作为一家经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审批可开展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高院长告诉大家，为了帮

助广大不孕不育家庭解决助孕治疗经济压力大的

现状，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推出“免费试管婴儿

治疗” 公益活动，提供“免费试管婴儿治疗” 名

额， 申请免费名额的家庭必须符合国家计划生育

政策、 符合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的

治疗原则。

活动时间 5 月 1 日

-5 月 31 日， 有需求的

生育困难患者可拨打

0851-85512512 报 名

或扫描以下二维码进行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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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2日下午，遵义市

区， 一名 4 岁大的女孩不慎被一辆

小轿车压在车底。 危急时刻，当地多

位市民跑过来联手抬起车身， 将女

孩救出。 记者昨日从医院获知，因救

治及时，女孩没有伤及骨骼。

遵义市交警支队提供的监控

显示：当日 16 时 34 分左右，一辆

灰色越野车由遵义市红花岗区白

杨坡下坡， 准备右转进入环城路

时，突然在斑马线上撞上 1 名小女

孩，女孩瞬间被卷入车底，左下肢

被车轮死死压住。

听见女孩的尖叫声后， 周围商

铺的商户迅速跑过来， 向车辆方向

聚拢。

“我看到是一名小女孩被压，立

即喊大家来救人。 ” 商户伍中英说。

很快，旁边的路人、过路的司机

和其他商户一起跑过来齐心抬起车

身。 在车身被抬起的一瞬间，跪在地

上的伍中英将女孩抱了出来， 整个

救人过程大约 1分钟。 之后，女孩被

送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记者 14 日采访获知，这名受伤

的女孩姓肖，目前还在医院救治。 据

医生介绍， 小女孩虽然左下肢受重

物压伤，但因救治比较及时，其左下

肢仅软组织受伤，没有伤及骨头。

女孩家人称， 小女孩今年 4

岁，当天与外婆一起出门，好动贪

玩的她趁外婆不注意，独自一人往

公路上跑去，因右转的车辆存在一

定的盲区， 司机未能及时发现女

孩，导致其被压在车下。

（罗畅 本报记者 黄宝华）

女孩被压车底 市民抬车救人

事发遵义市区，只用了1分钟，女孩就被救出；因救治及时，未伤及骨头

本报讯 又到了蛇出没的季

节!5 月 13 日晚， 兴义市下五屯街

道办事处一家超市内， 一条长约 2

米的眼镜蛇盘踞在超市堆杂物的

货架下方，人一靠近，就向外喷射

出 1 米多长的毒液。

当晚 20 时许，兴义市下五屯街

道科佐屯村的一超市老板正在清点

货物时， 突然发现一条长约两米、如

成人手臂般粗细的黑色眼镜蛇盘踞

在超市货架下方，还不时喷射出一米

多长的毒液，于是立即拨打 119求助。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因超

市空间较小，行动不便，为保证捕

蛇行动的安全，现场指挥员立即安

排一名消防员对蛇的动态进行观

察，以防止蛇爬出来伤人；另一名

消防员对周边无关人员进行疏散，

再由一名消防员用捕蛇器夹住这

条毒蛇的身子。 在实施抓捕过程

中， 这条毒蛇不停地摆动身体，还

翘起头、 张嘴冲消防员喷射出约 1

米多高的毒液。

经过近 10 分钟的观察后，消

防员抓住时机， 快速用夹钳夹住

蛇的头部将其擒获， 放进特制的

编织袋中。

据介绍， 这种蛇是黔西南当地

有名的眼镜毒蛇， 当地人都称它为

“气扁子” ，在我国属于珍稀动物。

次日， 该条眼镜毒蛇在当地森

林公安的运送下， 被放生至距离市

区较远、无人生活的野外。

无独有偶，同日，盘州市双凤镇

快速通道百家坑路段， 一条长约 2

米的大蛇钻进一辆车的引擎盖里，

消防员耗时近一小时才将其捕获。

当日 18 时 20 分许，一驾驶员

发现一条长蛇爬入停在路边的汽

车底部，盘踞在引擎盖下，因担心

蛇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便拨打

了 119 求助。

当地消防员赶到现场，经过一

番查找，最终发现蛇盘踞在车辆减

震位置。 因位置狭窄不便操作，一

名消防员利用钩子对蛇进行驱赶。

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抓捕，这条长约

2 米的大蛇被成功捕获。事后，消防

员将蛇放生于附近山林。

（陆仕和 高松 郭静 梁俊鹏）

2米长眼镜蛇 盘踞超市喷毒液

兴义消防闻讯赶到，捉住这条手臂粗细的毒蛇

本报讯 5月 13日 16 时 40 分，

G75兰海高速 K1219+100 下行（贵

阳往重庆方向），一辆货车突然跑掉

“一条腿” ，失控撞上护栏，导致交

通被影响近 1 小时。

贵州高速集团遵义营运管理中

心遵义应急中队工作人员接到报警

电话后，立即派员到达事故现场，只

见货车右前轮位置“倚靠” 在防撞

护栏上，轮胎却不见踪迹，左前轮也

出现了轻微“扭伤” 。

心有余悸的司机说，当时货车在

行驶途中突然颠簸了一下，便迅速失

去控制。 情急之下，他赶忙把住方向

盘，但货车还是歪歪扭扭地一头撞向

护栏，吓得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等他下车查看发现， 车子的右

前方车轮已不见了踪影。

随后，遵义应急中队队员与“一

路三方” 联手对货车展开救援，先让

大型排障车吊起车头， 再将其拖离现

场， 最后由养护部门负责清理路面油

污，再对损坏的防撞护栏进行更换。

经过 50 分钟的努力， 最终，道

路恢复正常通行， 掉落的轮胎也在

护栏外 100米处被找到。

（周刚 本报记者 王芳）

铡草机发飙 “吞掉”女孩手

货车跑断“腿”

失控撞中护栏

本报讯 5 月 12 日， 三穗县境

内， 一司机驾驶一辆小型汽车抄近

路行至未开通的路段时， 因下雨车

辆打滑，加上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冲

下 10米高陡坡。所幸司机使用了安

全带，未造成人员受伤。

当日上午 10时许， 黔东南州公

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值班民警

接到报警称，在天黄高速公路三施段

三穗县境内，小地名为德明服务区施

工处，一辆车冲下山坡。接警后，民警

陆德顺、万开机出警处置，到达现场

后发现，该车翻下坡坎 10余米处，车

辆损坏严重，所幸的是无人员受伤。

经询问驾驶员得知，当天，司机

为图方便， 欲通过乡村道路行驶至

天黄高速德明服务区施工路段，由

于下雨天路滑， 操作不当导致车辆

翻下山坡， 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规

范使用了安全带而未造成人员受

伤。 （陆德顺 杨丹江 吴如雄）

雨天货车打滑

翻下十米陡坡

市民抬车救人

车内老蛇被揪出

逛超市的毒蛇被成功捉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