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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俞辰

12月25日13时25分，32岁的周超
(化名) 在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剖宫产，生
下3.2公斤的儿子。

还没来得及感受新生命降临的喜
悦， 医护人员发现她的情况有异常：尽
管使用催产素及欣母沛促进子宫收缩，
但仍流血不止。

医护人员马上投入到止血抢救中。
产三科主任医师唐雅兵、医务部主任李
博立即闻讯赶来。

情况并没有往好的方面发展。15时
左右，周超子宫收缩变差，心率、血压、
氧饱和度持续下降，出血已达2000毫升
以上，甚至出现了休克。

“不好，可能是羊水栓塞。”接到电
话，正在休病假的大产科主任游一平从
家里赶到了手术室。

一系列紧急化验检查结果，均指向
了这个发病率仅为4/10万～6/10万的

“产科死神”。羊水栓塞是产科最凶险的
并发症之一，即使积极抢救，死亡率仍
高达80%以上。

“产科死神”逼近，情况万分危急。
主管业务的副院长周绍明带队赶往手
术室。来自产科、麻醉科、呼吸内科、输
血科、 检验科的33名医护人员紧急会
诊，确定抢救方案后开始进行相应的紧
急处理。

“需要尽早切除子宫，止血，去除病
因。”征得家属同意后，开始实施切除手
术。 手术在紧张而有条不紊中顺利实
施，产妇的呼吸、血压等情况开始出现
转机。

“因为她患有完全性前置胎盘和子
宫肌瘤，所以才进行剖宫产。医护人员
担心出现意外情况，备下了大量血浆。”
游一平回忆说，整个抢救过程中，周超
输血9600毫升，相当于把全身的血换了
2遍。

经过台上台下一番惊心动魄的“战
斗”，手术终于在当天17时25分结束。周

超被送入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也随之
转移“战场”。

“谁也不敢放松警惕，因为随时都
要根据产妇的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如果
病情恶化，产妇可能发生多器官功能衰
竭严重危及生命。”游一平解释说。

守在外面的家属非常着急， 彻夜
未眠。重症监护室里的医护人员寸步
不离。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补充血容
量，解除肺高压症状，维持呼吸、循环
功能……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用心
监护产妇的生命体征。困了，就轮流
坐在重症监护室外面的凳子上，眯一
会儿。

直到26日3时， 产妇生命体征趋于
平稳， 凝血功能等指标渐渐恢复正常，
出血控制也得到了巩固，大家才舒了一
口气。26日17时，产妇暂时脱离危险，但
仍在重症监护室进行术后观察。

记者从护士口中得知，由于身体有
恙，加上没有饮食，游一平做完手术后，
发生了晕厥现象。医务部李博主任因窦

性心动过速， 麻醉科周玮医生因高血
压， 在参与抢救的同时接受了吸氧、服
药等措施。

“看到她能活下来，大家松了一口
气。”一脸倦容的游一平欣慰地说。

■链接
什么是“羊水栓塞”
“羊水栓塞 ”是指在分娩过程中污

染羊水中的有形物质 （胎儿毳毛 ，角化
上皮，胎脂，胎粪）和促凝物质突然进入
母体血液循环，引起急性肺栓塞 、过敏
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肾衰竭等
严重的并发症。

羊水栓塞的发病率极低， 约为4/
10万～6/10万， 但无法预测和预防。即
使积极抢救，死亡率仍高达80%以上。约
1/3的患者在发病半小时内死亡 ，1/3
在发病1小时内死亡， 这些死亡产妇大
多因肺血管栓塞引起。还有1/3死于血
液不凝或肾功能衰竭。

急诊室的故事
邮箱： hndaily@163.com

一产妇突发罕见“羊水栓塞”，湖南省妇幼保健院33名医护人员奋战10多个小时，
进行惊心动魄的抢救，给产妇输血9600毫升，相当于把全身的血换了2遍———

逼退“产科死神” 本报12月26日讯（毛敏轩
李治）今天上午，湖南科比特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科比特”）成
功登陆湖南股交所标准版，这
是湖南股交所首家挂牌的新能
源企业。

科比特位于长沙雨花经济
技术开发区， 以光伏发电为主
营业务， 是第一家由财富证券
公司作为推荐商的挂牌企业。

湖南股交所是湖南省内唯
一的非上市企业股权登记托
管、 股权融资和股权交易一体
化平台。目前，已有标准板挂牌
企业33家， 培育板挂牌企业
158家， 登记托管企业191家。

帮助挂牌企业累计实现交易
8207万股，累计实现普通股融
资1.13亿元， 为登记托管企业
办理股权质押融资324笔，融
资金额120亿元。

“我们一直欢迎包括新能
源、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等新
兴行业的企业加入。” 湖南股交
所总经理易卫红说，湖南股交所
具有挂牌成本低、融资手段灵活
多样等优势，可以帮助挂牌公司
发展壮大。易卫红还透露，明年
将全面完成以直接融资为主导
的综合金融体系，进一步推动财
富证券省内更多营业网点代理
股权登记托管业务。

《毛泽东诗词对联书法
艺术碑廊内容赏读》首发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邓晓丽 ）今天上午，长沙市文博系统100余人齐
聚清水塘毛泽东塑像广场， 向毛主席塑像敬献
花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1周年。《毛泽东诗
词对联书法艺术碑廊内容赏读》新书同时首发。

据介绍，1993年，长沙市博物馆建成“毛泽
东诗词对联书法艺术碑廊”。廊内100块碑石上，
刊刻毛泽东诗词、对联、手书古诗词104首。21年
来，碑廊成为长沙市博物馆的一个重要景点，吸
引了众多人欣赏、观摩、学习。今年，长沙市博物
馆组织编写了《毛泽东诗词对联书法艺术碑廊
内容赏读》一书，约35万字，由岳麓书社出版。该
书图文并茂，既对碑廊诗词对联进行详细注释，
对艺术内涵进行解读，也介绍了创作背景，可满
足观众深入了解伟人诗词、对联的需求。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中国梦·潇湘情”
湖南省中国画学会2014年度
作品展在湖南省画院开幕。来
自社会各界的100余人参加开
幕式， 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
出席。

此次展览展出国画精品佳
作近100幅， 包括李立、 朱训
德、刘云、王金石、莫立唐、易图

境、姜坤、郑小娟、旷小津等湖
南名家的作品，题材涉及花鸟、
山水、人物等多个领域，全面展
示了我省中国画艺术创作的最
新面貌。《“中国梦·潇湘情”湖
南省中国画学会2014年度作
品集》一书同日首发，书中收录
了我省120余位画家的作品。
本次展览为期5天， 至12月30
日结束。

湖南股交所
为企业融资120亿元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唐旭东 袁武
华）今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韶
山市支行正式挂牌营业。至此，
全省农发行县域支行达到100
家， 标志着农发行湖南分行朝
着农村普惠金融方向迈出一大
步。

作为全省唯一的农业政策
性银行， 农发行湖南分行从成
立之初支持粮棉油收购、 农业
综合开发和扶贫信贷业务，到
专司粮棉油收购贷款封闭运
行， 再逐步拓展为粮棉油全产

业链、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等24个支农领域。 近年来，农
发行湖南分行坚持“在支持粮
棉油产业上发挥主导作用，在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
骨干作用， 在支持农业产业化
经营上发挥支柱作用， 在支持
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科技和农
村流通体系建设上发挥先导作
用”不动摇，打造出“建设新农
村的银行”的品牌形象。截至12
月23日，农发行湖南分行贷款
余额达1013.3亿元， 成立20年
来年均增长12.28%。

农发行千亿元“贷动”三农

水墨丹青绘“中国梦·潇湘情”

12月26日上午，长沙市风帆广场附近的湘江江面，冬泳爱好者在冰冷的水中劈波前进。当天，长沙市冬泳协会组
织近200位冬泳爱好者参加了畅游湘江活动。 童迪 刘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