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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19 年 12 月 9 日—12 月 14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

计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贵阳供电局

12月 11日

10:00-18:00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两

城

区

域

太乙巷部分区域 省广播电视厅

小

河

区

域

10千伏瑞山线 03号环网柜 002开关后段

12月 13日

10:00-18:00

10千伏贵广线“新联房开 B” 配变

瑞金北路部分区域 民航局变压器

石洞坡路部分区域 新联房开 B变压器

12月 10日

10:00-22:00

10千伏都富线 276号柱上开关后段

绿苑小区：绿苑小学、绿苑中学、绿苑小区一

期、绿苑小区二期、绿苑小区三期等

12月 11日

10:00-22:00

10千伏沙望线全线

省府西路部分区域：交通银行、人行、省府路

口、贵阳市美术公司等

公交公司、鑫荣花园、小河区卫生局、漓江花

园、小河区政府、大寨村片区

12月 10日

10:00—20:00

10千伏中武线公交公司门口 1033号开关

后段

黔江片区：黔江厂宿舍

12月 10日

10:00—20:00

10千伏沙黔线 A23D开关后段

方源黔江路商业、一轻校宿舍、三十一中、

火石坡、新村、消防总队住宅

12月 11日

10:00—20:00

10千伏沙塘线 A221号开关至 A222号开关

之间、10千伏沙山线 A331开关至 A332开

关之间

仡佬场

12月 12日

09:30—19:00

10千伏二碧线仡佬场 2号变令克

花

溪

区

域

甘掌片区

12月 9日

10:00-22:00

10千伏陶高线甘掌公变

青岩镇姚家关片区

12月 10日

08:30-22:00

10千伏岩楼线姚家关公变低压空开后段线路

野毛寨

12月 11日

10:00-22:00

10千伏陶陶线野毛寨公变

石头寨下寨片区

12月 11日

10:00-22:00

10千伏岩楼线 75#杆 346厂分支 517开关

后段线路

葛家寨区

12月 12日

10:00-22:00

10千伏凉民线天河潭路口开关箱葛家寨

011开关后段线路

批林村，批弓

12月 12日

10:00-22:00

10千伏陶高线批弓分支 61号杆 605开关后

段线路

大兴国寺片区

12月 13日

08:00-22:00

10千伏岩南线 1号环网柜 012间隔至 10千

伏岩南线桐惠路与青燕路路口开关箱 011

间隔区段线路

竹林村片区

12月 13日

10:00-22:00

10千伏凉微线杜家坝分支 01令克后段线路

10千伏关药线“省广播电视厅”配变

12月 10日

10:00-18:00

10千伏桥啤线“公交公司”配变 三桥南路部分区域 公交公司变压器

12月 12日

10:00-18:00

观

山

湖

区

域

贵阳云岩贵中土地开发公司、茶园村、杨惠

村、小康新苑等

12月 10日

10:30-19:30

10千伏马华线 06号开关至 3号开关箱 02

号开关区段

金华镇翁井村、三铺村等

12月 11日

10:30-19:30

10千伏商井线 3391号开关后段线路

肝移植因其复杂性， 一直是最

难的外科手术之一。 劈离式肝移植

术是将一位器官捐献者的肝脏，劈

离为结构和功能完整的两部分，分

别移植给两位患者。 因其手术技术

难度大，在肝移植中尚未广泛开展。

近日， 贵医附院肝胆科向高难

度挑战， 成功完成我省首例劈离式

肝移植。 此次劈离式肝移植手术，成

功将一位肝脏捐献者的生命礼物一

分为二， 分别移植到一位 3 岁儿童

和一位 65岁成年人体内。

志愿者捐肝

两患者受益

一次劈离式手术，两次肝移植，

三场手术几乎是同时展开， 其中难

度最大的是劈离式手术。 贵医附院

肝胆科副主任医生朱海涛解释：肝

移植手术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因

为肝脏上血管丰富， 肝动脉、 门静

脉、下腔静脉……在供肝植入中，各

种肝脏管道都必须严丝合缝地吻

合，才能重建肝脏的循环系统，因此

供肝植入是技术难点之一。

劈离手术需要在维持供体血液

循环的前提下进行， 要修整分离出

两套包括肝动脉、门静脉、肝静脉、

胆道等在内的肝脏管道， 分别提供

给两个受体完成移植， 跟传统的全

肝移植比起来， 劈离式肝移植术中

的管道重建难度明显增加。

“捐献者是一名判定脑死亡的

患者，家属捐献了患者的肝脏。 ” 朱

医生说，为了充分利用宝贵的肝源，

加上捐献的肝脏条件较好， 经过医

院评估， 可以实施劈离式肝移植手

术，将肝一分为二，用于挽救两名病

情危重的患者，可以分救两人。

“经过系统搜寻，捐献者的血型

符合本院登记在册等待移植的一位

65岁酒精性肝硬化患者， 至于另外

一个受者， 则是在上海仁济医院等

待移植的 3岁患儿。 ” 朱医生表示，

因为捐献的肝体积有限， 一大一小

的受者正好符合。

“劈离手术开始时，其他两台手

术也同时启动准备工作。” 因为涉及

肝的转运， 贵州的医生掐着点又快

又好地完成肝的劈离。 朱医生说：

“器官移植受限于时间，要马不停蹄

地将肝脏送到上海， 让患者就近在

上海仁济医院实施移植手术。 ”

两地齐接力

千里运肝脏

根据两位患者的体重， 两份肝

分成了肝的左外叶（占总体面积的

24%）、 右半肝 （占总体面积的

76%），较小的一部分肝送往上海。

朱海涛说，3 岁的受者是一名

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 由于病情

严重， 之前接受过一次亲体肝移

植，之后发生术后并发症，再一次

肝移植只能等待器官捐献， 这次

肝脏移植手术成为拯救孩子的唯

一希望。

据悉， 这次生命接力跨越贵阳

和上海两地， 医院预先联系航空公

司， 护送肝脏的医护人员通过绿色

通道顺利登机， 在限定时间内将肝

脏送到仁济医院。 整体跨越两地

1800 公里，历经 10 小时，两部分肝

脏成功移植到两名患者体内。 两家

医院 15 个科室近百位医护人员奋

战在肝移植第一线。

目前， 接受劈离式肝移植手术

的 3 岁患儿和 65 岁成年患者新肝

功能和各项化验指标良好， 术后恢

复顺利。

肝移植技术

“填空”意义非凡

据了解，11月初，贵医附院联合

上海仁济医院完成本院首例儿童肝

移植手术，8 岁的患儿已出院回家，

医护人员最担心出现的移植肝脏术

后血栓并没出现， 患儿的肝功能越

来越趋于正常， 标志着移植手术基

本成功。 “小孩再休息一下，下个学

期就可以正常上学了。 ” 朱海涛说。

上个月是儿童肝移植， 这个月

是劈离式肝移植， 一次次挑战移植

手术的“金字塔尖” ，一次次填补全

省外科手术的技术空白， 该院肝胆

科的医生们道出了初衷。

来自该院肝胆科的谷化剑医生

告诉记者， 他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进修期间， 仅 3 个月的

时间里， 就见到七八个来自贵州想

进行 “小儿亲体肝移植” 的病例。

“离乡求医，医药费、手术费、住宿费

……可能是一些家庭无法承受的天

文数字。因病返贫，就在朝夕之间。”

对此，谷化剑触动很深，他想“如果

有一天能把肝移植患者留在贵州看

病，该有多好” 。

朱海涛说，“供肝短缺矛盾一直

都很突出， 成人登记需要肝移植的

多达 20 余人，目前在肝胆科需要移

植的患儿大概有 2~3例。 ”

因为儿童肝移植患者等到一个

和自己体型相配的全肝较成人更加

困难， 所以儿童患者的供肝一般会

选择来自于亲体供肝。“但不少市民

因为认知问题对亲体捐肝存有疑

虑， 不少家庭选择放弃儿童肝移植

手术。 ” 朱海涛说，劈离式肝移植手

术的“填白” 成功，可进一步缓解供

肝不足的现实问题。 张梅

医生“劈开”一个肝 救了两个人

我省首例劈离式肝移植在贵医附院成功完成

■新闻速递

医生正在进行手术

本报讯 六盘水一车主将未熄

灭的烧烤架放入货车车厢，导致停在

停车场的小货车起火被烧成光架架。

11月 29日 22时 28分， 六盘水

市消防支队水城中队接到指挥中心

调度，称双水马家包包停车场有一货

车起火，需要紧急处置。接警后，该中

队立即出动 3车 16人赶往处置。

22时 39分， 消防员到达现场。

经侦查发现为一载有烧烤架的小货

车起火。 经询问车主得知，车辆失火

可能系烧烤架余烬未熄灭所致。 此

时，现场火势呈发展阶段，严重威胁

旁边停放的其他车辆。

由于停车场内路况复杂， 消防

车无法进入停车场， 指挥员立即下

达命令： 一组 6 名战斗员斜坡铺设

水带出一支水枪灭火， 二组 2 名战

斗员先行携带灭火器对火势进行压

制， 防止火势蔓延至临近车辆引发

连锁火灾， 三组 4 名战斗员对现场

进行警戒。

22 时 45 分，明火被扑灭，消防

员对现场阴燃物和车体进行了进一

步处置，确认无复燃现象后，将现场

移交给到场民警。

由于火势较猛， 小货车已被烧

成光架架。 （谷霖庆 高松）

烧烤架余烬未灭

引燃货车全烧光

粗心车主酿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