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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做试管·千人享好孕” 优惠活动启动

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助孕接力公益活动

治疗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药

物治疗、 手术治疗以及辅助生殖治

疗， 其中辅助生殖是治疗不孕不育

的重要手段之一， 相比另外两种治

疗方法有更高的怀孕率。 辅助生殖

技术的主要范畴包括人工授精

（AI） 和体外受精 - 胚胎移植

（IVF-ET） 及其衍生技术两大类，

临床数据统计显示， 不育患者中至

少有 20%的夫妇， 必须借助辅助生

殖才能实现生育。

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是经贵州

省卫生健康委审批可开展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的医院， 医院一直致力于

为广大不孕不育夫妇提供高效便

利、专业、安全、规范的诊疗服务。 为

了更好地服务于不孕不育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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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医院于 2019.5.1 至 2019.5.31 期

间，开展了“免费试管婴儿治疗” 大

型公益活动，活动报名已经结束，此

次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反

响， 我们收到了来自全省各地数百

个家庭的申请,经过由过对这些家庭

夫妻双方身体状况、 证件及经济情

况的严格审核， 产生了 100 个幸运

家庭,医院为这 100 个幸运家庭进行

了免费试管婴儿治疗，目前，已有 12

对夫妇成功怀孕， 其余家庭目前还

在积极治疗之中。

为了给更多不孕不育家庭解决

生育难题、 为了给更多的家庭送去

孩子的笑声、 为了倡导奉献社会的

办院理念，继续实践服务大众，贵州

睿德迩妇产医院决定于 2019 年 9

月 1 日 -11 月 30 日开展 “万元做

试管·千人享好孕” 的优惠助孕活

动，活动接力公益活动，包含了百元

做人授，万元做试管两项优惠项目，

即人工授精手术费一百元， 试管婴

儿治疗费一万元， 此次医院向全国

征集 1000 对满足活动条件的不孕

夫妇参加活动。

为确保每一位患者得到最科学

规范的治疗， 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

邀请了权威专家和学科带头人为患

者会诊，并建立不孕不育档案，为患

者提供跟踪随访。 凡符合活动条件

的 生 育 困 难 患 者 可 拨 打

0851-85512512 活动专线报名，或

扫描以下二维码报名。

本报讯 昨日清晨， 沪昆高速

（G60）黔西南段的田湾大桥，一辆

货车突然失控，“骑” 上大桥挡墙：

车头悬在 130米高的桥外面， 司机

在颤巍巍的驾驶室内如履薄冰，心

惊肉跳 60分钟。

昨日早上 8 时，晴隆路政执法

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派出路政员

前往现场处置。

此时天空下起毛雨， 雾慢慢

地浓了起来，能见度逐渐下降。

为争取救援时间， 路政员赶

紧将车停在事故对向车道， 扛上

安全警示标志横穿到事故现场，

摆放好安全警示标志， 同时引导

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为保证道路畅通， 路政员用

执法车辆喊话器提示过往车辆谨

慎驾驶，不要停车拍照，以防车辆

追尾。

此时，浓雾中，驾驶员悬在颤

巍巍的驾驶室内， 下面深不见底，

情绪焦躁不安，若贸然营救，很可

能造成车坠人亡的事故。路政员一

边联系一路三方，一边商议营救方

案，同时不断安慰被困司机，缓解

他的紧张情绪。

8 点 45 分，消防等救援单位悉

数到达救援现场，随后紧张的救援

展开：救援人员试图搭梯子接应驾

驶员，但雨水导致挡墙太滑，第一次

营救最终失败。 随后，救援人员用

安全带将司机绑好，众人合力拉住

绳索的另一端。经过紧张救援，9点

钟，司机最终被救出驾驶室。

站在地面，司机双腿依旧颤抖

不已，额头上冷汗淋漓。

此时，雨越下越大，现场救援人

员的衣服已被全部打湿。 而架在挡

墙上的车辆油箱已经开始漏油。 若

用吊车直接吊起，极有可能将油箱

挤爆，因而只能先将油箱内的油转

出来。直到 10时 50分，整个救援过

程才最终完成，交通恢复正常。

据驾驶员介绍， 他驱车行驶至

此处时， 因路面湿滑， 车辆突然失

控，一下就骑到桥梁的挡墙上，所幸

车身被挡墙卡住， 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 (何忠州 刘力珲 王芳）

货车失控 车头悬在半空中

“骑”上高桥挡墙，多部门紧急行动，救出被困司机

本报讯 教师节前夕，贵阳一名

志愿者为清镇一所乡村小学捐建图

书室， 并为该校 117名孩子每人送

去 1 本书和 1 根单人跳绳。 “虽然

是送给孩子们，但对我们来说，这是

最好的教师节礼物！ ” 该校的一位

老师说。

据了解，41岁的志愿者 “古道

热肠” 是贵阳一名“骨灰级” 的公

益志愿者， 从事 30志愿活动多年，

从未间断，先后荣获“中国好人榜”

“助人为乐” 上榜好人、贵州好人、

贵州省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今年 7月，“古道热肠” 从志愿

者甘桂处得知， 清镇市站街镇的中

寨小学没有图书室， 很多孩子渴望

能有一本课外书。 此后，“古道热

肠” 就一直想帮学校的孩子们实现

愿望，为他们送去一些图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 她和其

他志愿者购买了相关捐赠物资。 9

月 9日，“古道热肠” 等 11 名志愿

者带着相关图书和物品， 来到中寨

小学与该校的小学生们见面。

据了解， 中寨小学位于清镇市

站街镇宝塔山脚下，地处大山深处，

本着就近入学的原则， 学校生源来

自站街镇龙滩村等地的适龄儿童，

共有四个年级四个班， 学生人数为

117人。其中，90%的学生为苗族，一

半左右为留守儿童。

当天， 志愿者们为中寨小学成

立了名字为 “爱无限·彩虹书屋

NO.001号”的图书室。这些图书类

别丰富，包含古诗词类、国学经典类

等 10 余个品种， 总价值 4046.80

元，均是“古道热肠”出资购买。

与此同时，志愿者“古道热肠”

还出资 2570余元，为中寨小学捐了

117 本课外书籍和 117 根跳绳，分

发给该所小学的每一名孩子。 志愿

者胡宇则出资 4784 元， 为该校 13

名成绩优异的学生捐赠了 13 台学

习机。

此外，“古道热肠” 和其他志愿

者一起， 还为该所小学捐赠了 7 米

长跳绳、地图、笔袋、笔芯等物品，并

为该校的 5 名教师送去了笔记本、

沐浴露等教师节礼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清镇一乡村小学收到一名志愿者的“特殊礼物” ：

她为117个孩子 捐建了一个图书室

本报讯 纳雍县一男子接到女性

朋友邀请到 KTV 唱歌喝酒， 不料酒中

被人下了“赌博粉” ，在随后的“金

花” 赌局中，他稀里糊涂地“输” 了

52500 余元， 次日清醒过来才发现被

骗。记者昨日从纳雍警方获悉，一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民警抓获。

8 月 16 日，接到当事人韩某的报

警后， 纳雍警方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开

展侦查， 成功锁定了一个涉及 3 男 1

女的诈赌团伙，并于 8 月 31 日将其中

一名犯罪嫌疑人余某远抓获。

据余某远供述，8 月 15 日， 他和

宋某婷聊天时， 知道她要到纳雍县城

来玩， 并称她在纳雍认识一名有钱的

男子韩某。随后，余某远告知宋某婷自

己有“赌博粉” ，叫宋某婷将韩某约出

来，将“赌博粉” 放在酒中给韩某喝了

以后，以赌博的方式赢韩某的钱，然后

大家平分。

宋某婷答应了余某远的提议后，

余某远接着又邀约鄢某富、 宋某雨等

人参与，说好赢了钱大家平分。

8 月 15 日 19 时许，宋某婷、宋某

雨假意邀约韩某、余某远等人到某 KTV

喝酒。 在喝酒期间，余某远将事先准备

好的“赌博粉” 倒在红酒中摇匀，然后

将酒端给韩某喝下。

随后， 余某远等人开着韩某的车

将他带到一宾馆内， 以使用纸牌玩

“金花” 的方式“赢走” 韩某 52500

元，随后 4人分赃。

目前， 犯罪嫌疑人余某远已被依

法刑拘， 其余涉案人员在进一步抓捕

中。 （吴高 张鹏）

纳雍一男子应邀赴酒局

喝酒被下“赌博粉”

一夜“输”了5万多

民警介绍，“赌博粉”是一种新型混

合类毒品，无色无味，主要成分为甲基苯

丙胺，也就是冰毒。服用“赌博粉”后，人

会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变得恍惚、兴奋甚

至狂妄自大，让人放松警惕。

民警提醒民众：首先不要轻信陌

生人的花言巧语，参与目的不明的聚

会、饭局等；二是不要轻易饮用或食

用来历不明的饮料与食物；三是切勿

存在侥幸心理，远离赌博，一旦发现

被骗，立即报案。 ■吴高 张鹏

民警提示

不要轻易饮用

来历不明饮料

车头悬在 130米高空

孩子们有了图书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