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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办理]

噪 2019 年分类广告包年优惠开始了

生活服务类单行只需 4000元/年，2行以上还赠送桂林生活网

(含手机版、APP 客户端)热门广告位及黄页网站。

其它类别广告 1 年只收 10 个月费用。

分 类 广 告
温馨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为交易、签订协议的依据，请进一步核实

上门服务：13457691316 18378328570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88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 5861219 象山 3817569
秀峰 3639223 北门 8994622

清池改道七星 3633324 北门 2617455
高压清洗秀峰 2311078 象山 3846758疏通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房 产 信 息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家电·家具维修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 13152599266
皮沙发、椅
子、海绵垫沙发翻新 13617839721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 15977438968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旺铺招租
市中心文化宫内黄金旺铺，装修
有品质，原做餐饮，配套设施齐
全，面积约 350 平方米，可做餐
饮、办公、教育培训、休闲养生。
憎 13978800750、18978080890 梁

空气能修
加氟洗回收空调拆装 18878338087

市场摊位、门面招租
1、中山北路 112 号桂圳城市领地一
楼摊位，二楼 1000 多 m2 对外招租
2、原汽车总站步行街/早市，约 50
多个门面，100 多个摊位，整转，
余部分门面散租憎 13978362999

招 聘 广 场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招聘

隶属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在工程总包、智能制造、节能环保、高端装
备独具优势。现长期招聘：1 . 化工、建筑、结构、公用设备、电气、造
价、监理、安全等注册类工程师；2 . 工程项目经理、施工经理、市场
营销等专业人才，本科学历。提供：五险一金、双休、体检、各类补
贴、有竞争力的薪酬！憎：麦工 0773-5833193，邮箱：hr@cgec.com.cn

租 转 信 息

临桂首师大附中旁临街
一手房源，64 . 5m2 两房到 99 . 55m2

三房，均价 5000 元/m2。两房可两套
打通变四房！首付 20% 起，正规银
行按揭，手续齐全。70 年不动产证
商品房。全建完，现房新年可入住
联系电话：0773-3686161、3686958

灵川县城附近农场有大棚 10 亩
非诚勿扰！电话： 15078390766

农场大棚出租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管钻孔北门 2239832 象山 3812798疏通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噪诸葛田付遗失电梯安全管理证，证
号：450321197204281072，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3818592

天天低价疏通七星 5883388 象山 3884899
秀峰 3905492 北门 2616838

全市低价疏通北门 2929051 七星 5868598
瓦窑 3619398 秀峰 2881068

象山 3882519 瓦窑 3613296
秀峰 2827118 七星 5811768疏通抽粪

疏通改道水电市内 18877312837
市区 18877313155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星达搬家搬家拆空调南 3859153
东 5830023 北 2167706

品 牌 推 荐品 牌 推 荐

铁西 3811716 北门 2611991
七星 5818352 秀峰临桂 2832551低价疏通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 15295882537
市区 15295876497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福达搬家150 元起 拆装空调 搬厂
南 3820890 北 2602277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搬家·搬厂

2000 元/4 个月享(初/高中)五科教学辅导
桂林三元网络辅导学校让您足不出户享

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五门学科面对面教学辅导

了解详情，请登录：http：//a p p l y. gu i l i n l i f e . c om /s a n y u a n

咨询电话：2236072 (唐) 2289510 (张)

噪蒋小玲遗失桂林市妇女儿童
医院门诊结算发票一张，票号：
09634891，声明作废。

门面招租
秀峰区解放东路 118 号 6 座 1

-2 层（总建筑面积 782 . 9m2）门面
招租（餐饮和娱乐业不租）有意
者请于 2019 年 1 月 2 日前联系。
联系电话：13087936603、3833201

郦峰饭店二楼、三楼出租，面积约
450m2，价格面议憎：13607737234

门面招租

广西盐业集团公司兴安支公司银兴酒店招租
兴安县兴桂中路，共 6 层楼，面积：2883 . 07m2，酒店配套设施齐全，配
电梯 1 台。可用于做酒店、餐饮。出租年限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整栋
招租底价 26000 元/月；酒店部分单独招租底价 16000 元/月；餐厅部分
单独招租底价 14000 元/月。竞租人采取现场举牌的方式，价高者作为
中标人进行承租。报名 2019、1 . 1 日至 2019、1 . 15 日 18378315022 张超

安新江边别墅出售
憎 13707730731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店
设备、礼品等 15807733846

家政·清洁
好心灵
家 政保姆 清洁 18877326633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兴林卷闸门 13978367918

卷闸门·电动门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兴达卷闸门厂制作维修电动卷
闸门 13557565179

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177351555兴隆电动卷闸门

婚介·婚庆·鲜花

喜讯
甜蜜婚介 12 月 31 日下午
4：30 在雉山路教育宾馆

7 楼餐厅举办跨年长桌宴民俗风
味小吃相亲晚会！每人 80 元，含
晚餐。欢迎报名 13617831045 吴姐

绿卡征婚
儿觅 30 左右高 1 . 65 米
左右靓女 13978398349

失控轿车撞向两岁半的孩子，孩子
左前臂被当场撞飞。无锡市第九人民医
院院长芮永军面临艰难抉择：为保全孩
子性命，截肢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但那
么小的孩子将来如何面对残缺的肢体？
芮永军和医院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
想——— 断臂再植。

28 天的艰难攻关，历经 6 次全麻
手术，奇迹出现了，孩子的断臂真的存
活了。

●孩子手臂被撞没

10 月 30 日傍晚的那场车祸，可
能会改变辰辰的一生。

监控画面显示，当天傍晚 5 点 11
分 20 秒，一辆白色轿车在小区外突然
冲进贡湖苑小区，撞向门口的岗亭后并
没有停车，速度非常快地斜着冲了出
去。在监控没有拍到的地方，一位老人
和孩子应声倒下。小区居民发现后立即
上前帮忙，他们看见，孩子一直在呕
吐，更让人揪心的是，孩子的左前臂没
有了。

“在那让人崩溃的视觉冲击面前，
我脑子是‘嗡’的一声什么反应都没
了。后来稍微有一点意识，我是声嘶力
竭地吼周边的人，给我去找手啊！于是
有一伙人很紧迫地去找了。如果当时我

没有这种本能反应，立刻叫人去找到
手，而是和孩子上了救护车，那当警察
来，再次发动肇事车，夹在车子里的手
就可能变成一团血肉模糊了。”这是辰
辰的爸爸钱先生在回忆事发时的记录，
最后辰辰的断臂在车盘底下被找到了。

●两小时的艰难决定

老人和孩子立即被送往以断指再植
闻名于全国的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老
人胯骨、盆骨、锁骨多处骨折，孩子伤
情更为严重，枕骨骨折、脑部有淤血、
左边肋骨骨折、肺部有积血、左上臂骨
折、左前臂断裂、左大腿骨折。接诊的
医生回忆，孩子断裂的手臂上皮肤已经
溃烂，还夹杂着轮胎、泥土等脏东西，
从血管到神经及肌腱，引发肺部感染和
并发症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控制不住
将会危及生命，手臂不能留了，截肢是
当下最为妥当的处理办法。

院长芮永军得知后当天晚上调集所
有精兵强将，组建三个临时医疗团队，
专家现场会诊。由于断肢最佳存活期是
事发后的 6-8 个小时，因此医院只用
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
决定：断臂再植。

院长芮永军后来回忆：“这个孩子
的伤情很复杂，来医院时已经休克，血

色素最低只有5克，生命体征十分不
稳定。从医学角度来看，要先保证孩
子的生命，其次才是考虑断臂再植。
一边是保命，一边是保手，而且一定
要接活，血液才能重新流动，一旦血
管堵住，前面所有功夫全部报废，最
终还得截肢。但是另外一面，当我看
到孩子扑闪着汪汪大眼，无法想象这
么小的孩子未来面对残缺的胳膊会怎
么生活下去。我就不停地问自己，能
不能拼一拼，在保命的前提下保手？
我一直在纠结。”

最终，情感战胜了理智，“保命
为主，同时把手保住”。芮永军说，
“手术全程在显微镜下放大 6-12 倍
进行，缝合的针线比我们的头发丝还
细，肉眼根本看不见，医生们很辛
苦，一针一针要将断裂的血管、肌
腱、神经一一对应上缝合好，从晚上
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

●断臂存活了！

钱先生将治疗的每一步都详细记
录下来，以文字形式在网上直播。

“大约在早上 6 点多时，医生
完成了手术。这个手术非常难，光清
洗手就用了两三个小时，伤口全是
泥。之后连接做了六七个小时，医生

们在显微镜下找到断裂肢体上的血
管、神经、肌腱，与断裂面一步一步
缝合。从晚上开始到现在，手术一共
用了十个小时，五个手术人员……”

“手术比预想的时间长一些，接
近两个半小时，打着石膏出来了。上
臂和腿部的骨折处理了，前臂现在情
况还是乐观不起来。创面皮肤坏死很
多，医生说如果感染到血管了，这个
手臂还是会不保的。”

“今天宝宝做清创手术，结果还
未知。”

“清创是把里面的烂肉烂皮去
掉，由于怕损伤到血管，没有全部去
干 净 。 本 周 五 要 进 行 第 二 次 清
创……”

“第五次全麻要来了，明天又是
考验的一天。”

“一早，意料之外的，沈主任、
林主任、印医生、董护士长过来给宝
宝拆线。沈主任看了后很干脆地说：
‘存活了！’虽说这只手依然千疮百
孔，但是心中涌出一股感动，这只本
来已经死去的小手经过三十六天的煎
熬，终于活了回来。”……

孩子出院后，钱先生用中英文各
写了一份感谢信寄给了无锡市政协，
感谢以院长芮永军为首的无锡市第九
人民医院所有医务人员的付出。

据《扬子晚报》

两岁娃断臂 保命还是保手？
医生做出大胆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