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8 日， 从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传来喜
讯，由卧龙区文化馆创作
排练的广场舞《推车歌》，
在“群星耀中原 美丽新
乡村”河南省第四届广场
舞展演活动中荣获“一等
奖”。 图为广场舞《推车
歌》排练现场③1

本报记者 王渊博 通
讯员 张琳 摄

广场舞
获大奖

卧龙区争创“中国曲艺之乡”
三弦书、大调曲子、南阳鼓词、河南坠子等曲种竞放异彩

抑郁少年割腕自杀

城管队员夺刀相救
本报讯（记者 杨青 通讯员 许宜龙）11月

18日，在张衡路联通公司大厦附近，一位 16岁
的少年用刀具割腕自杀，鲜血直流，所幸被城管
执法队员易红根及时相救，场面得以控制。

当日下午 4时许， 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三
大队的易红根在张衡路执勤时， 发现联通公司
大厦附近公厕门口一位少年情绪十分激动，手
拿刀具正在割腕自杀。

在危急关头，易红根呼喊市民不要接近他，
并佯装上厕所，瞅准时机，一个箭步冲过去，使
劲把少年的两只手掰开，刀具随即掉落。但少年
的情绪仍然激动，左右冲撞，甚至用牙齿咬伤了
易红根的胳膊，但他坚持安抚少年的情绪，紧紧
抓住他的手不放开。一阵躁动后，少年冷静地坐
在地上，易红根也蹲下来坐在他的身边，慢慢开
导他，询问他。 易红根的同事也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和其父母的电话。

随后，少年的父母急匆匆地赶到现场。他的
母亲心疼地流下了眼泪， 她紧紧地搂住少年并
告诉城管队员，孩子患有抑郁症，心情低落，经
常情绪不稳定。

后经了解，由于少年用的刀具是一种剪指甲
的辅助用具，虽然刀刃很钝，但他的手被剌得血
肉模糊，所幸被及时控制，他没有伤及动脉。 ③1

淅川县公安局

摧毁网络赌博团伙
本报讯（通讯员 周勇）近日，小周到淅川

县公安局香花派出所报案， 称自己网上被骗
一万元，问民警能不能找回。

原来，小周在浏览色情网站时，按照网站
引导下载注册了赌博软件， 并充值了 300 元
进行测试，之后渐渐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等
到提示银行卡余额不足时，小周方才醒悟，卡
内一万元现金均充入赌博软件。 淅川县公安
局抽调干警赴四川抓获犯罪嫌疑人 4 人，查
获电脑 2 台，银行卡 16 张，彻底摧毁了该网
络赌博团伙。 ③1

卧龙区妇幼保健院抢救子宫破裂孕妇

26 分钟 母子转危为安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11 月 18 日，卧龙区妇幼保健院充分利用多学科协作，从一位孕妇在超声检查中发现子宫

破裂，到胎儿在手术室娩出，用时 26分钟，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在紧张、快速有序的抢救后，母子转危为安。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特约记者 张空） 11 月 19
日，卧龙区委宣传部、卧龙
区文联和卧龙区文广旅局
联合对石桥镇田汉茶社、
南阳市说唱团、 卧龙区文
化馆、 中达社区等基层曲
艺活动阵地实地查看指
导， 并观看曲艺专场汇报
演出，掀起了创建“中国曲
艺之乡”热潮。

据了解， 卧龙区素有
“书山曲海”的美誉，在这

方得天独厚的文化沃土
上，衍生出三弦书、大调曲
子、南阳鼓词、河南坠子等
曲种竞放异彩。

南阳市卧龙区把“中
国曲艺之乡” 创建工作作
为建设“文化强区”的十件
实事之一，专题研究推进。
先后投入专项资金 1000
余万元， 高标准打造了说
唱团曲艺厅、 石桥镇田汉
茶社、 区文化馆、 中达社
区、中兴社区、二十一学校

等 10多处曲艺阵地。同时
以点带面， 在全区各乡镇
建立曲艺大舞台， 并组织
基层曲艺爱好者广泛开展
“卧龙曲艺大家唱” 活动。
为确保曲艺传承后继有
人， 在区青少年宫开设了
卧龙区青少年曲艺传承基
地， 说唱团的专业老师定
期对全区青少年爱好者进
行曲艺辅导， 并与南阳文
化艺术学校进行曲艺人才
培养战略合作。 全区上下

联动、齐抓共管，从专业团
体到民间组织、 从政府层
面到乡村社区， 掀起了创
建的热潮。

2020 年卧龙区在全
国、 省级曲艺大赛展演中
结出硕果，河南坠子《火烧
博望》 获得第十一届中国
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
赛提名奖;三弦书《割肉还
娘》 获得第七届河南曲艺
牡丹奖大赛“牡丹奖”等多
项荣誉。 ③1

男子跌落山谷

消防队员急忙营救
本报讯（记者 高嵩 特约记者 刘迎昊

方建峰）11月 17日 22时 49分， 镇平县消防
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位于该县老
庄镇九沟矿山一男子人跌落山谷下， 急需救
援。 接到报警后，杏山路消防救援站迅速出动
前往救援。

在现场，被困男子跌入 8 米深的山谷下，
身体可能受伤。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
利用安全绳索下行至男子位置， 检查了他的
身体状况后，为他系上安全腰带后救出。

据了解，该男子喝完酒后在山坡边走动，
由于当时下雨地面湿滑，不小心跌入山坡下。
被朋友发现后由于山坡又深又陡， 朋友没有
办法施救，便立即拨打 119请求救援。 ③1

初步诊断：子宫破裂
当日上午， 怀孕 38

周 的 路 女 士 感 觉 肚 子
疼，开始并没在意，不料
肚子疼的越来越明显，3
小时后在家人的陪同下

来到卧龙区妇幼保健院
孕产科门诊。 接诊的产
科医生经验丰富， 看到
产检本上写着“疤痕子
宫”，加上孕妇的腹痛表

现， 立刻安排孕妇做超
声检查。 10 时 26 分，超
声科上报危急值， 检查
结果： 子宫前壁下端肌
层不连续。 初步诊断：子

宫破裂， 比预估的先兆
子宫破裂更为严重及凶
险。 该病的产妇病死率
为 5％，婴儿病死率高达
50％至 75％甚至更高。

紧急手术：母子平安
时间就是生命，产二

科主任张小燕接到危急
值报告后立即到现场指
挥抢救， 启动危重孕产
妇绿色通道和危重症急
救系统。 5 分钟后，医护
人员已经将患者从超声
科送入手术室， 一场与
死神赛跑的“战斗”打响
了。 借助以往急危重症
抢救多科协作的经验 ，

医务人员各司其职 ，通
力合作， 麻醉医师全力
保 障 中 心 静 脉 管 道 通
畅， 医生随时与家属沟
通病情， 主刀医生全力
投入手术， 输血科主任
联络血液制品……10 时
51 分， 伴随着宝宝的第
一声啼哭， 在场的医务
人员松了第一口气 ，宝
宝安全了。 至此， 从 10

时 26 分该产妇在超声检
查中发现子宫破裂 ，到
10 时 51 分胎儿在手术
室娩出， 总共用时 26 分
钟。 在产科及手术室团
队的共同努力下， 手术
顺利， 产妇虽有术后出
血，但生命体征平稳，母
子都转危为安。

卧龙区妇幼保健院
是卧龙区危重孕产妇急

救中心及危重新生儿急
救中心。 医院充分利用
多学科协作的优势 ，建
立起急危重症科、 急诊
科、 麻醉科、 输血科等
多 个 相 关 科 室 以 及 检
验、 影像等辅助科室多
学科联合救治危重孕产
妇、 新生儿的模式 ，为
广大危重症孕产妇及新
生儿保驾护航。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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