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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产妇发生脐带脱垂，肚

子里的娃儿随时可能窒息， 为保住

胎儿，医生爬上产床，双膝跪下将其

托举近 20分钟，直至产妇被顺利转

运到手术室……4 月 11 日，修文县

人民医院产科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生死抢救， 医院多科室总动员抢

救一名产妇，最终保母婴平安。

准妈妈刘女士原本就诊于修文

县的一家民营医院，后因腹痛逐渐加

剧及流血，于 16:40急诊转入修文县

人民医院。 值班医生发现产妇异常，

立即通知产科主任张菊。张医生检查

发现，产妇宫口已开了 4cm、胎膜已

破、胎心下降、胎盘早剥、腹内可触及

条索状组织，有搏动感，这是“脐带

脱垂”的情况，胎儿命悬一线。

“当时产妇的情况凶险异常。正

常情况下是胎儿娩出后，脐带、胎盘

再娩出，若脐带先脱出来被卡住，胎

头压迫脐带阻断脐带血流， 就相当

于阻断了宝宝的生命链。 这种情况

十分凶险，脐带只要受压七八分钟，

胎儿就会因脐带供血障碍而导致

死亡。 ” 张菊说。

“时间就是生命，胎儿随时有

胎死宫内的可能， 抢救必须争分夺

秒地进行。 ” 张菊迅速跪在产妇的

病床上， 维持着托举着胎儿头部的

动作，阻止胎头下降压迫脐带，以保

证正常供给胎儿血流， 保住胎儿供

氧的生命通道。

同一时间， 医院产科启动危重

孕产妇救治绿色通道，通知手术室、

检验科、 新生儿科等科室相关医护

人员做好手术及新生儿抢救准备。

经过争分夺秒的院内转运，产

妇在 17:00顺利到达手术室。此时，

护士长罗静接替了张主任托举胎

儿，直至胎儿被剖腹取出。 此时，张

菊已跪在病床上托举了近 20分钟。

罗静接手后，张菊刚下产床，马

上又开始手术，消毒、麻醉、开腹、取

出孩子等系列动作一气呵成，17:03

分顺利将胎儿娩出。

据悉，虽然顺利分娩，但新生

儿重度窒息，皮肤颜色苍白、无喉

反射、 无自主呼吸、 心率只有 100

次 / 分。 新生儿科医师立即启动新

生儿复苏流程。17 时 10 分，新生儿

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啼哭，大家紧悬

的一颗心终于放下，再次成功从死

神手里抢回宝宝。

事后， 产妇在后怕之余对医护

人员连声道谢， 并为产科送来了感

谢锦旗。 （本报记者 张梅）

修文县一产妇脐带脱垂，腹内胎儿“命悬一线”……

交房公告

尊敬的“小城故事” D5栋雅居业主您好：

我公司开发的“小城故事” D5 栋雅居住宅

已通过验收，具备交付使用条件，现予以交房。

一、交房时间：

2019年 4月 19日（上午 9：00至下午 17：00）

二、交房地点：

贵州顺和天盛物业管理公司（小城故事 D5

栋雅居物业办公室）

三、交房携带资料：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业主身份证原件、

购房收据原件、维修资金收据原件；委托他人代

理交房的， 应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原件及受委

托人的身份证原件。

联系电话：83402999�83403666

�������恭喜你乔迁之喜！

贵阳顺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5日

声明

尊敬的“博泰·世界岛”业主：

根据《住房城乡建社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做好

移交承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的通知》

｛建科函 2019（52）号｝，建设工程消防审查验收职

责转移到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为做好移交承接工

作，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19 年 4 月 4 日

下达黔建设字（2019）136 号文，明确：2019 年 4 月

1日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为贵州省内消防验收

工作的移交承接期限，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

强接管移收工作，尽快落实消防验收职责。

因我司与各广大业主约定的交房期限届至，但

该交房日期正好在我省关于消防验收合作移交承

接期限内，可能造成交房延迟，根据合同约定，该原

因属于政府或相关部门造成的延期，不属于违约事

项。 现特发声明函告各广大业主，望周知，给您造成

的不便，敬请谅解。 我司在相关部门落实好移交工

作后，定第一时间内，完善消防报验，尽快推进交房

工作！ 详询：0851-85521999

�������特此声明

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7日

寻人启事

杨足先，女，身高：150cm 左

右，72 岁患有精神疾病， 于 2019

年 4 月 9 日离家出走， 经监控最

后一次出现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

16:10 分，在清镇庙儿山 A 站出站

口向贵阳方向行走，后再无音讯。

出走时着装与照片一致， 走路腿

脚不便，四川口音。 家人一直在寻

找， 希望好心人看到请与我们联

系 。 联 系 方 式 ：13639136861、

13037809565.当面酬谢。

■新闻速递

医生跪举胎儿20分钟 托起母子生命

本报讯 4月 13日，一辆轻型自卸

货车行驶至关岭境内永花公路时，路

上突然窜出一头牛。 为避让它，司机猛

踩刹车，导致货车侧翻后起火烧毁。

当日 11 时许，关岭交警大队接到

报警， 称永花公路上有一辆运砂石的

货发生车侧翻自燃。 接报后，关岭交警

大队立即通知三中队交警及花江派出

所出警。 民警驾驶该派出所消防车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灭火。

民警赶到花江公路 1KM+900m处

的现场后看到，一辆侧翻在路边的货车

正在熊熊燃烧。 驾驶员陈先生称，货车

侧翻后其未受伤， 并快速逃离了驾驶

室，车里未载其他人员。见状，民警立即

用消防水枪扑火，并对事发路段进行临

时交通管制和指挥行人绕道行走。

当日 12时 7分许， 大火被扑灭，交

通恢复正常通行。但由于火太大，这辆货

车已被完全烧毁，损失达 15万元。

据初步调查， 事故原因是货车在

快速行驶时，一头牛突然窜上公路，为

避让这头黄牛， 驾驶员陈先生猛踩刹

车，结果导致车辆侧翻后起火。

（黄坤华 本报记者 高松）

本报讯 4月 15日 20时 45分，剑

河县岑松镇巫门村一村民家重约 800斤

的黄牛跌入深井，消防赶到将其救出。

剑河县消防大队救援人员到达现

场勘察发现，事故现场为一建筑工地，

井深约 20 米， 井洞直径约 1.5 米，井

底积水深约 2 米， 不慎跌入井中的黄

牛正在井底不时发出痛苦的叫声。

因井较深，加之黄牛体重过重，救

援难度较大。 指挥员决定采取绳索固

定木架支撑方式进行施救。 经过消防

指战员与 14名村民的通力协作，23时

30分，黄牛被救出。 （梁文 吴如雄）

本报讯 余庆县 11位车主发现，

他们买的车被其所挂靠的公司“吃

差价” ，每辆车被“吃” 了 13000元。

经法院判决，他们拿回了这笔钱。

几年前，余庆县市民刘某、吴某

等人一直将自己购买的车辆挂靠在

遵义汽车运输（集团）余庆客运有

限责任公司，从事出租车客运业务，

并按月缴纳管理费。

2015年 6月，因车辆已达报废期

限，需更新换车，余庆客运公司制定相

关方案，重新规定了更新车辆价位等

标准。 之后，这些车主通过公司拿到

了一批车价为 72900元的轿车。

后来，在车辆年检时，刘某等人

发现， 这些车的发票价每辆只有

59900元，他们实际多付了 13000元。

车主们随后发现， 余庆客运公

司与遵义某销售公司签订的《机动

车交易合同》中，每辆车的合同价

为 72900 元 / 辆， 但发票价仅为

59900 元 / 辆， 每辆车被多收取车

款 13000元。

2017 年 1 月 20 日， 刘某等人

向余庆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退

回该款。该案经一审二审判决，余庆

客运公司需分别退还刘某、 吴某等

11 人购车款 13000 元。 判决生效

后，余庆客运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

今年 1 月 16 日，刘某、吴某等

11 人分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总

标的及执行费达 150986元。

最终，经法官努力，该案得以执

行完毕。 4 月 15 日上午，他们手持

锦旗来到余庆县法院， 向法官致

谢。 （汪汀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4 月 13 日，厦蓉高速

榕江县境内榕江收费站，一名货车

司机因不按规定走治超车道出不

了站，与收费员发生争执，一怒之

下强行拖拽收费员 10余米。

黔东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

速六大队一中队接到报警后立即

赶到现场，此时，货车司机和女收

费员仍在大声争吵， 双方情绪十

分激动。为防止事态恶化，民警立

即上前将双方隔开，耐心劝解，让

双方冷静下来。

随后，民警展开调查取证。

经调查了解得知，货车司机覃

某驾驶货车从榕江收费站准备上

高速前往从江县，但却没有根据前

方的提示行驶治超车道，而是走其

他车道向收费员领卡进站。女收费

员见状，要求货车司机倒车回去走

治超车道， 告知货车需要过磅称

重，车辆未超重后才能上高速公路

行驶， 但货车司机坚称自己是空

车，不存在超重，不愿意倒车回去

过磅称重，双方就此发生口角。

司机看到女收费员走出收费

亭， 立即下车拉住收费员的左手，

强行将她拖拽 10余米， 一直拽到

其货车尾部，打算打开车门给收费

员看是不是空车。

途中， 女子大声呼叫求救，另

一名男收费员听到后立即前来解

救。 货车司机的手被掰开后，女收

费员才得以脱身，随后报警。

民警对货车司机的野蛮行为

进行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移交给

当地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14日，覃某因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相关规

定，依法受到了行政拘留 5 日的处

罚。 （龙安洲 梁文艳 吴如雄）

买一辆车 被“吃”了13000元差价

余庆11名车主起诉车辆挂靠的运输公司，拿回这笔钱

货车不按规定走治超车道引争执———

接着起火燃烧，损失达15万元

被剑河消防和村民连夜救出

路上窜出一头牛

“吓”翻一辆货车

八百斤黄牛

跌落20米深井

一路托举胎儿紧急将孕妇送往手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