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血量达 10000 毫升 相当于全身血液换两遍
一个月前，15 岁少年

小意（化名）因为腹腔不明
原因出血在某县医院紧急
接受腹腔止血手术。 然而
因为腹腔出血点多， 出血
迅猛，难以止血，当地救治
团队建议他马上转往上级
医院抢救。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肝胆病诊疗中心外科病区
主任王建伟了解病情后立
即电话通知医院创伤中心
启动绿色通道，麻醉科、重
症医学科、 输血科作好迎
接患者准备。

当日 19 时 40 分，王
建伟接到 120 救护车送到
医院的小意， 快速评估病
情：患者病情危重，随时有
生命危险。 医护人员护送
患者快速转运至手术部行
急诊剖腹探查止血术，尽
全力挽救患者生命。

5分钟后，肝胆病诊疗
中心外科病区王建伟、马
伟、张国栋和值班护士组成
的手术团队急诊为小意进
行“腹膜后出血止血术”。

手术沿原切口切开
进入腹腔，见腹腔内有大

量鲜红色血液，且有大量
纱布填塞，逐一取出填塞
纱布后， 鲜血随即涌出。
由于出血部位较深，出血
点较多，即使以最快速度
清理了腹腔积血，大量新
鲜出血还是很快模糊了
手术视野。

手术团队一边紧急压
迫止血， 一边改变手术入
路，由小肠系膜上方打开大
网膜，游离胰腺下方，见腹
膜后大片血肿，小肠系膜满
布血肿。手术团队边压迫止
血边寻找出血“元凶”，终于

发现腹膜后有一处发育畸
形的血管存在多处破裂，鲜
血还在不停涌出，王建伟立
即用血管缝线逐一缝扎出
血部位。随着缝合的一步步
完成，血渐渐止住了，手术
非常成功。

由于出血迅猛，15 岁
的小意术前术中出血量共
约 10000 毫升， 相当于全
身血液至少换了两遍！术中
血 压 一 度 降 低 至 50/
30mmHg， 心率减慢至 55
次/min。 但幸运的是，他闯
过了手术关。

花季少年一根
畸形血管破裂，腹
腔累计出血 10000
毫升， 医院多学科
联手救治， 手术过
程异常惊险， 救治
团队如履薄冰……
花季少年生命之舟
再次起航。

一根畸形血管破裂，出血量达 10000 毫升，市一院多学科联手救治

惊险！ 15 岁少年的生死 19 天
□本报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朱珂珂 文/图

男孩戒指取不掉

消防队员来帮忙
本报讯 （记者 高嵩 特约记者 刘迎昊

方建峰） 日前， 方城县城一名男孩在父母的
陪同下来到广安路消防救援站， 请求消防队
员帮助取下“戒指”。

经询问得知， 男孩在学校门口购买一个
玩具“神戒”（类似一种戒指），梦想变化成为
“超级英雄”。 但是，“神戒”戴在其左手中指
怎么也取不下来， 导致中指肿胀， 疼痛难忍
动弹不得，情急之下只能求助消防员。

消防员经过查看，“神戒” 已经紧紧地卡
在小孩手指上， 因为血液流通不畅手指已经
开始肿胀， 如不及时将戒指取下， 会对手指
造成更大的伤害。 情急之下， 消防员利用剪
钳进行剪切，1 分钟后卡手“神戒”终于被成
功摘掉。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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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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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南阳市分公司纪委书记、 副总经理梁
满带队值班行风热线节目， 回应市民关
注的邮票预订等问题。

行风关注
邮迷朋友们期待已久的邮票预订正

在火热进行中。 2021 年，中国邮政将继
续实行“总量调控、适度从紧”的纪特邮
票发行政策， 进一步调减邮资票品预订
量，新增面向年轻群体的预订品种，推出
预订优惠活动。

2021 年邮票预订分线上和线下预
订渠道。 线上渠道为中国邮政在线业务
平台（含 jiyou.11185.cn、中国邮政 APP、
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商城、 中国邮政微
商城小程序）、 网点营销服务人员微邮

店、邮乐网。线下渠道为南阳各县市区集
邮营业网点和邮政金融网点。

此外，2021 年邮票预订还首次推出
“以邮会友”和“邮福同享”预订优惠活
动， 用户添加网点营销服务人员企业微
信好友，或邀请亲朋好友组队预订，均有
机会参加抽奖，赢取 2021 年邮票大小版
预订和生肖大小版购买资格， 详情可咨
询各网点营销服务人员或关注中国邮政
在线业务平台。

行风反馈
前几年定的幼儿画报赠送的红袋鼠

点读笔坏了，能不能修？
回复：针对该用户反映的问题，中国

邮政南阳分公司第一时间安排人员上门
了解具体情况， 了解到该用户红袋鼠点
读笔确实已经损坏。目前，已联系刊社为
该用户申请补发新的点读笔。 ③1

患者病情瞬息万变 医护全力点燃生命希望
虽然手术很成功，但

小意此刻仍然徘徊在生死
边缘。 失血性休克、重度贫
血、 腹腔大出血止血术后、
高乳酸血症……每一项指
标的小小波动都可能让生
命的天平再次失衡。

9月 10日凌晨， 仍然
深昏迷的小意被送往 EICU
接受进一步抢救。市第一人
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吴
金海、护士长李淑娟和医师
王维玖、刘斐根据患者情况
迅速制定诊疗护理方案。

重生之路漫长艰难，
但每一步都有希望。9月 10
日上午 11时， 持续呼吸机
辅助呼吸的小意呈浅昏迷
状态；9 月 11 日上午 8 时
50分， 正在慢慢恢复的小
意忽然再度出现血压下降，
救治团队在排除腹腔再次
出血的可能后立即对症给
予补液治疗， 血压渐渐平
稳；9月 13日，救治团队为
小意撤去呼吸机；9 月 14
日， 顺利拔除气管插管；9
月 20日， 从 E-ICU转出，

转入肝胆病诊疗中心外科
病区继续治疗；9月 27日，
小意经过 19天救治顺利康
复出院；10月 13日， 小意
到医院拆线，恢复良好。

15岁少年生命之帆再
次起航，小意终于可以继续
感受生命的炽热和生活的
美好。

“能让一名失血一万
多毫升的患者转危为安，没
有团队过硬的专业技术和
协作精神是绝对做不到
的。”医务科科长王焱平说：

“作为白衣战士， 我们面对
任何一条鲜活的生命，哪怕
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
与死神搏一搏，这是职业操
守，更是责任担当！ ”

“整个抢救过程中，我
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患
者的父亲说相信我们的技
术， 希望我们一定要全力
抢救。”王建伟和吴金海激
动地说， 正是患者家属的
这种信任和期待， 让他们
心无旁骛， 用尽了全力去
抢救患者。 ③1

男友不给买手机

少女割手掌自残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薛文）10 月

14 日凌晨， 我市一名年轻女孩因为男友没有
给自己购买新款手机，和男友发生口角后，冲
动之下竟然用刀将自己的左手掌割开， 所幸
由于抢救及时，女孩的手掌没有大碍。

当日凌晨， 南阳卧龙医院急诊科来了一
名左手被刀割伤的年轻女孩。 女孩的左手上，
从虎口到无名指有一道三四公分长的伤口，
伤口较深。 值班医生经过检查发现：女孩的手
掌肌腱断裂。 女孩被送入骨伤外科进行手术
治疗，经清创、冲洗消毒，一个小时后，女孩断
裂的两个肌腱被骨伤外科医生成功接上，受
伤的肌肉皮瓣被成功缝合。

据陪女孩一起到医院就诊的男友介绍，
当晚， 因为他没有给女友买她相中的新款手
机，俩人发生剧烈争吵，女友冲动之下用刀割
向自己的左手掌。 在此，南阳卧龙医院医生提
醒青年朋友：遇事一定要冷静、三思而后行，
切莫因为任性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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