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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险性前置胎盘大出血 13000 毫升，如皋一高龄经产妇面临死亡威胁。如皋市人民
医院各科室团结协作，10 多名医护人员历经 8 小时的努力，
终于使产妇转危为安——

她的身体里流淌着 87 个人的血
术后体征平稳，重症监护需静养
昨日下午，穿上防护服、套上防护鞋套，
跟随如皋市人民医院 ICU 重症监护室主任
吴迪春，记者来到产妇熊女士的病床前。经
历了一场生死之战，熊女士看起来脸色有些
苍白，但精神尚可。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监
护仪器时刻监测着她的生命体征。
“我现在感
觉挺好的，多亏了医生、护士全力施救，让我
能够活下来，
陪伴宝宝成长，谢谢！”
吴主任告诉记者，手术当天晚上，
熊女士
就已经清醒。目前，
她的生命体征平稳、神志
清楚，身体没有出血状况，
血压、心跳、呼吸都
在正常范围。估计再观察一到两天，等情况
稳定即可转入普通病房。
熊女士的丈夫则表示，做爸爸了，
他很开
心，但面对爱人的生死之战，他揪心的同时，
非常感谢医院作出的努力。
“我和宝宝谢谢医
生护士，
这个家，还在！”

高龄经产妇，胎盘前置大出血

浮少白细胞红细胞、冰冻血浆及冷沉淀凝血
因子。
11:00，如皋分站供血服务科科长许金
银把产妇所需的冷沉淀凝血因子、红细胞等
送到了医院输血科，并与工作人员保持密切
联系。
15:00，如皋分站工作人员驱车前往南
通市中心血站，
紧急调用机采血小板。
17:30，手术结束，熊女士血压稳定、尿
量正常，转入到 ICU 进行观察治疗，所有的医
护人员才长舒一口气，
瘫坐到地上。
据统计，术中及术后，熊女士共使用 87
袋血，分别是 23 袋悬浮少白细胞红细胞共
36.5 单位、23 袋冰冻血浆共 4850 毫升、2 袋
机采血小板共 2 个治疗量、39 袋冷沉淀凝血
因子共 30.25 单位。
一般人体中的血液在 4000~4500 毫升，
而熊女士出血量达 13000 毫升，输血量高达
9000 毫升，相当于一个人全身的血液置换了
两遍还要多。

启动应急预案，血站紧急调血

熊女士今年 41 岁，从贵州嫁到如皋。本
身就是高龄生育，孕期检查时却发现，她还出
“当天，我们接到用血申请电话后就紧急
现了胎盘前置的情况。
出动。由于产妇出血量大，我们共送了 6 趟
针对熊女士的特殊情况，医院妇产科与 ‘救命血’，其中一趟就是去南通血站取机采
新生儿科、输血科等多个科室主任专家进行
血小板。”南通血站如皋分站站长祁家军告诉
术前多学科的联合诊疗，做好充分的术前准
记者，孕产妇大出血不是第一例，但是需要用
备，也准备了多种的应急预案。
到这么多血量，
情况特别罕见。
虽然已经做好了充分心理准备和备血的
此次孕产妇大出血，南通市中心血站如
术前准备，但手术中险象环生，还是超出了医
皋分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调配血液给如
生的预估：
大面积胎盘嵌入子宫，
且植入原剖
皋市人民医院的过程中，全力确保产妇的用
宫产疤痕部位，在胎盘与子宫剥离时出血如
血需要。
泉涌，短短几分钟，熊女士的失血量就高达
祁家军介绍，血小板的有效期只有 5 天，
1000 毫升。由于大量出血引起患者凝血功
而且从申请到用血一般都需要一个星期左右
能障碍，
在没有明显出血的情况下，
患者手术
时间。此次熊女士的血小板用血需求，他们
创面出现大量渗血。为了帮助产妇止血，手
特事特办，安排驾驶员一个多小时就从南通
术医生轮流用手按压创面，采用压迫止血方
血站取回了血小板。
式，持续近 3 个小时。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
术后密切监测，确保产妇平安
生死营救，医务科副科长乐礼祥仍觉得心有
余悸。
前置胎盘手术后的前 2 个小时是再次发
当天，接到手术室的紧急电话，他也迅速
生大出血的关键时间。等熊女士转到 ICU，
换好手术衣，进入手术室，一直到手术结束。 尽管疲惫万分，妇产科主任李美琴仍然密切
“时间太紧迫，再加上高度紧张，整整 8 个小
关注熊女士阴道出血和腹腔引流管出血情况，
时，我都没有吃饭，其余的医护人员也是轮流
交代相关注意事项，
安排妇产科的专科医生在
交替着吃了一点点。”
ICU 值班。ICU 医护人员也严阵以待。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团队紧密配
多方协作，争分夺秒抢生命
合、通力协作，保证产妇母子平安，我很欣
“这台手术，本来是当天第一台手术，却
慰。”该院副院长石国平表示，
“ 随着国家二
一直持续到下午下班以后。
”
乐礼祥回忆说。
胎政策的开放，高龄及具有并发症的产妇明
当天上午 9:00，产妇及医护人员进入手
显增多，有剖宫产经历的疤痕子宫产妇也越
术室，进行剖宫产。避开胎盘附着处切开子
来越多，当她们沉浸在再为人母的喜悦中
宫，取出新生儿，发现新生儿状况良好。来不
时，危险可能已经深深‘扎根’在她们的子
及分享新生命诞生的喜悦，医护人员进入紧
宫。凶险性胎盘前置就像 一 颗 定 时 炸 弹 ，
张的胎盘剥离环节。
在孕期和分娩时随时威胁着产妇的生命 。
9:20，产妇大出血，医院输血科将早就
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孕产妇，一旦被诊断为
准备的血液送到。然而产妇的情况特殊，且
前置胎盘，一定要严格遵守医嘱产检，孕期
凶险万分，需要特殊的血液品种，
输血科启动
注意休息、避免劳累，身体一旦出现不适，
了紧急预案，向南通市中心血站如皋分站申
迅速到具备危重孕产妇临床救治能力的医
请特殊血液制品。
疗机构及时就诊，保证救治服务的及时性和
10:26，如皋分站向南通市中心血站报
安全性。”
备后，紧急申请血小板，
且准备产妇急需的悬
本报记者徐爱银 本报通讯员丁宏波

吉缘中介

孩儿巷南路 62-副 2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银花苑4/6 4/2 160m2 精装 设施齐全 汽车库25m2 双学区
佳成花苑3/5 3/阳 137m2汽车库23m2 精装 启秀学区
木行桥南 4/6 2/1 63.86m2 设施齐全 拎包入住 中装 启秀学区
北岸华庭1/车 3/2 144m2 精装 阳光很好
河东老街2/车 3/L 122m2 濠装 车库19㎡装修
万象北园4/7 2/1 69.8㎡精装
都市华城2/9 4/2 165m2 精装 车库12m2 启秀学区

388万
250万
99万净
166万
232万
81.8万
298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051270211 银河中介

紫竹苑 2/6 100m2 3-1 中装 车库10m2 159.8万
文峰新村 1/6 66.7m2 2-1 简单装修 有院子 172万
长虹新村5/6 65.28m2 2-1 简装 有车位
66万
新建新村 5/6 60m2 2-1 简装
90万
金鼎湾 6/电 150m2 3-2 精装 设施全
390万
北岸华庭 1/电 144m2 3-2 精装修
166万可议
跃龙路93号 6楼 69m2 2-1新精装车库17m2 128万

南通首个 5G 电话昨天拨出
全程高清视频通话清晰流畅，
使用感不错
晚报讯 昨天下午，南通地区首个 5G
电话在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举办的“5G 品鉴
会”现场拨出，这标志着 5G 在南通的运用迈
出了具有里程意义的一步。体验通话的市民
表示，全程高清视频通话清晰流畅，没有延
时、没有卡顿，
使用感不错。
5G 作为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可以以
GB 为单位的速度运行，能够处理千兆级的
流量数据，具有大流量、低时延、大带宽的特
点，比 4G 快 10 倍以上，例如下载一部高清电
影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未来，5G 将让
VR、自动驾驶、物联网、智能家居、云服务等
等场景得以实现。
2019 年是国内 5G 预商用的启动之年，
中国电信正积极探索 5G 业务与技术融合发
展新模式。据悉，南通电信已对全市 700 多
平方公里的现网资源开展全面细致的摸查，
规划建设 5G 基站近千个，目前已完成站点
配套改造工程，将于今年进行 5G 试商用，
2020 年开展 5G 规模商用。
不迈一步便可 360 度看狼山濠河，交警
戴上 5G 智能警用头盔可快速识别车辆人员
信息，VR 技术搭乘 5G 网络实现远程教育，
以及行业制造实时掌控……5G 品鉴会现场，
各领域的 5G 新应用一一亮相。中国电信南
通分公司副总经理袁黎轶介绍，近期南通电

南通发布
“5G 品鉴会”
信已开通了市行政中心、狼山景区、濠河景
区、南大街电信大厦商圈等多个场所的 5G 业
务进行用户体验，未来会在智能家居、交通、
旅游、自动驾驶、车联网、医疗等方面继续突
破，让 5G 真正走进南通老百姓的生活，让老
百姓感受 5G 带来的变化。
今年，中国森林旅游节将在南通举办。
南通电信与狼山景区、濠河景区签署 5G 战略
合作协议，开展 5G 智慧旅游项目合作助力森
旅节。届时，南通电信将通过 5G 网络高清实
时转播濠河、狼山影像，让更多旅客了解南
通、爱上南通。
记者刘璐

通大传统印染技艺培训班开班
50 位传统印染技艺传承人参训
晚报讯 昨天下午，2019 年文化和旅游
部、教育部、人社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南通大学第五期
传统印染技艺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南通大学举
行，来自北京、上海、贵州、云南等 10 多个省
市的 50 位传统印染技艺传承人将在南通大
学集中培训，学习传统手工印染技艺。副市
长徐新民参加开班典礼。
南通大学是全国第一个把国家级非遗项
目及非遗传承人引入大学的高校，早在 2008
年，
学校便成立蓝印花布艺术研究所，致力于
蓝印花布的收藏、研究、保护与传承，抢救收
集散落在民间的传统蓝印花布实物遗存近
6000 余件、5 万余个纹样。2015 年，南通大
学成立南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全方位
立体式地为非遗研究提供学术研究平台，跨
学科、多角度地将南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
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本期研修班为期一个月，学员将通过理
论课、观摩课、实训课等形式进行学习与实
践。省文旅厅、中央美术学院、云南艺术学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2
银花苑一楼带院子 90m2 搭建40m【学区房】
280万
城南小苑 5/5层 79/142m2 精装有大平台车库21m2 258万
2
丁香花园 9/电 3室2厅2卫 精装141m【启秀学区房】
340万
皇家花园 33/33层 3室2厅120m2 毛坯有车位
175万净
新城小区 7/电 4室2厅177m2 精装车库15m2 前面是河 550万
九玺台底层 3室2厅2卫 143m2 开发商精装【阳光好】350万净
2
新龙花苑 5/5层95/134m2 精装车库22m【靠乐购】
188万
鑫乾花园 1/车库 3室2厅2卫 精装121m2 车库14m2 196万

天安中介

观众欣赏现场展出的印染艺术品。
记者徐培钦
院、苏州工艺美院等高校专家将为学员带来
精彩的专题讲座，南通大学蓝印花布艺术研
究所、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等场所将成为学
员们的现场教学基地。
记者龚丹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学士府饭店转让 1-2/2 约1200m2新装修 有停车位 租金30万/年 转让费
南通壹城大平层 6/6 楼中楼 234m2阁楼可以自建120m2汽车位 有电梯 毛坯
鑫景佳园店面 1-2/2店面 115m2已出租53000元/年
南方公寓 8/15 三室二厅 148m2汽车位1个，豪装
中南世纪城 1/22 四室二厅 172m2豪装
江景苑 10/20三室二厅 125m2车库8m2精装
中南世纪城 11/22四室二厅 160m2 毛坯

38万
468万
125万
258万
319万
220万
380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中天福邸3幢103号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962750368 无忧谷房产 18962871416 公众号：ntpzzj

268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翰林府6/9楼建168m2+车位豪装
718万 富贵园(二附学区) 5/6 2/2 95m2 MBRK 中装
2
文峰怡景苑连体别墅(城中双学区房)建220m 精装好得房率高最低
660万 八仙花苑（二附学区）4/6 3/2/2 139.5m2+24m2 (朝南车库) +10m2(小车库) 装潢 318万
278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三三公寓7/电梯 建145m2 精装
400万 城山隐 3/6/电2/2 100m2新坯房 未住人
63.8万
凤凰莱茵苑1/4楼 建138m2 +38m2 汽车库 中装 空学位
360万 北濠新村(实小学区) 3/6 1/1 50.42m2 MB简装
178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濠南路32号3/车库 建133m2+汽车库35m2外口面砖 豪装 328万 学士府 2/电 3/2 123m2+22m2(地下车库)坯房
尚海湾1x/18楼 建121m2 精装很好 高档家具 一口价全款
250万 永兴花苑 1/车 2.5/1 91m2+10m2 (车库)装潢
119.8万
2
2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银花苑5/6楼 建68.5m
180万 空学位 高迪晶城 23/电 4/2/2 163m 新坯房
228万
白龙花苑 2/电 3/2 143m2+26m2 (南地面车库)新坯房

159.8万

新建新村底楼1-1 44m2 简装 院子建一间开门 启秀空学位 74.8万
新建新村底楼2-1 52m2 简装 院子开门后扩10m2 启秀空学位 85.8万
民政新村4/4 2-1 64m2 简装 二院启秀双学区
180万
家和花苑1/车 4-2-2 202m2 装修
300万
虹桥南村3/6 1.5-1 55m2 精装
58.8万
2
光明东村3/6 3-1 83.11m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20万
裕丰大厦X/电 3-1 123m2 毛坯 景观房
268万

东郊庄园连体别墅 1一3层 311.5m2 毛坯 460万
北郭北村 4/6 2-1-1 68m2
110万
濠西园 中北小区 1/车 108m2 2.5-2-1 车库 14m2 议价
2
三中空学位 北郭北村 2/5 3-1-1 94.50m 146.00万
德民花苑 1/车 3-1-1 111.4m2 车库10m2
151万
郭里园 三中空学位 4/6 71.20m2 2.5-1-1
108万
2
南山国际 一楼带院子 168m 5-2-1
233万
北郭北村 3/3 96.60m23-2-2
152万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友情提醒：
本栏目广告位尚
有少量剩余，
请有意在本栏目投
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
尽快交纳广告款，
广告位顺序将
按交款先后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