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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丽云 通
讯员支荣 李晓玲）“复查显
示，孩子目前身体状况很好，
太开心了！” 3 月 25 日，带
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毛毛（化
名）在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进
行复查后，来自恭城的黄女士
特别开心。出生后，早产的毛
毛患上了“先心病”，幼小的
生命经受着疾病的严峻考验。
幸运的是，医务人员在毛毛小
如鸡蛋的“迷你心脏”上成功
实施了手术，让她重获新生。

3月26日上午，记者采访
黄女士及医务人员，还原了惊
心动魄的抢救过程。

去年11月下旬，家住恭城
的姜女士在当地的医院产下了
女儿毛毛。尚未享受为人母的
喜悦，就因为毛毛的身体状况
出现了众多问题而变得忧心忡
忡。原来， 32 周就出生的毛
毛被诊断为：早产儿、低出生
体重儿（出生时体重仅 1 . 65
千克）、先天性心脏病（动脉
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室间
隔缺损）、新生儿肺炎、呼吸
衰竭、早产儿脑损伤。

随后，一家人把毛毛送入
了阳朔的一家医院治疗。治疗
数日后，病情没有好转，家人
又把孩子转入了桂林医学院附
属医院。

据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新
生儿科的一名医务人员介绍，
毛毛在住院治疗期间，体重增
加缓慢，而且一直依靠气管插
管呼吸机支持生命，无法撤离
呼吸机，“这些棘手的问题，
随时危及到孩子脆弱的生
命。”

新生儿科医护人员积极对
毛毛开展救治的同时，请该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王平善会
诊。经多学科专家们认真讨
论，并与患儿家人充分沟通
后，一致认为该患儿需要立即

行心脏方面的手术治疗。
据王平善主任介绍，患儿

反复呼吸道感染，肺炎，呼吸
困难，三凹征，缺氧，紫绀，
麻醉诱导期对缺氧的耐受性
差。此外，患儿年龄小、体重
轻，且体温调节中枢发育不完
善，稍有不慎可导致患儿围术
期低体温，导致手术失败……
系列难题之下，还要在患儿的
“迷你心脏”上进行复杂的心
脏手术操作，其麻醉护理操作
难度、手术难度、多学科协作
难度都是极大的挑战。

2 月下旬，经过精心的术
前准备工作，桂林医学院附属
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麻醉
科、手术室的医务人员互相密
切配合，为毛毛实施了房间隔
缺损修补术、室间隔缺损修补
术、动脉导管结扎手术。幸运
的是，术中毛毛生命体征平
稳。术后48小时，毛毛也顺利
脱离呼吸机并拔岀了气管导
管，然后转回新生儿科。至
此，医务人员和毛毛的家属们
悬着的心，才稍微落下。

连日来，在新生儿科医护
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毛
毛的各器官的功能逐渐恢复正
常。3月9日，毛毛已达到出院
标准，顺利出院。

黄女士告诉记者，回家这
一段时间，毛毛的吃奶情况很
不错，身体状况也很好，体重
在逐渐增加，一家人都很开
心。

3月25日，黄女士和家人
带着毛毛到桂林医学院附属医
院进行复查。复查结果显示，
毛毛术后的身体恢复情况良
好。得知这个消息，黄女士连
声向医务人员道谢，“感谢医
务人员们的精心照料，是他们
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真心感
谢他们！”

三斤重早产儿患“先心病”
医生在“迷你心脏”上做手术

本报讯（通讯员阳卫莲 李
小斌 记者庄盈）日前，桂林漓
江风景名胜区综合执法支队执法
人员在日常巡逻中，救起了 2 名
溺水者，受到了群众的表扬。

3 月 22 日上午 11 时，漓江
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像往常一
样在漓江市区段开展日常巡查，
当来到斗鸡潭水域时发现，江中
有 2 名溺水人员正在向执法人员
呼救。执法人员立即驾驶执法快
艇迅速靠近，将游泳者救上快
艇。原来，两名游泳者因不熟悉
漓江水情，且水流过急导致体力
不支，如果没有碰到执法快艇，

后果不堪设想。执法人员在确认
游泳者身体无碍后将他们安全送
上岸，并一再叮嘱要注意安全，
不要轻易下水游泳。

汛期到来，漓江水位持续上
涨导致漓江沿岸游泳及钓鱼活动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此，桂林
漓江风景名胜区综合执法支队将
加大巡查力度，对钓鱼和游泳人
员进行劝离。同时，他们也呼吁
广大市民游客要提高自我保护和
安全意识，不要在漓江市区段进
行游泳和钓鱼活动，避免造成溺
水伤亡事故。

本报讯（记者刘净伶）3月24日晚，灵
川县八里四路发生车祸，造成一名女性当
场死亡（详见本报 25 日 4 版《货车司机莫跑
了 警方喊你快投案》）。昨日，记者从灵川
县公安局了解到，3 月 25 日，肇事司机邓某
某主动到灌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投案。

3 月 23 日晚 8 时许，灵川县八里四路
发生一起车祸，一辆轻型货车与一辆摩托
车在八里四路立交桥附近相撞，摩托车车
主当场死亡。

据悉，摩托车车主是一名女性，40多
岁。事故发生后，轻型货车司机邓某某弃
车逃逸。当晚，灵川县交警大队快速到达
现场对事故进行调查，并且对肇事司机进
行布控抓捕。

25日早上8时许，邓某某面对弃车逃逸
后警方布控的强大心理压力和内心的自
责，到灌阳县城关派出所投案。

据了解，邓某某，男，45 岁，全州县两河
镇人。目前，该案件详情仍在调查中。

■《货车司机莫跑了 警方喊你快投案》后续

肇事逃逸司机到派出所投案

游泳者江中遇险
执法人员紧急施救

本报讯（记者陆鑫 通讯员李建华）
挂着正品却卖假货，家住灵川县的刘某，
利用网络平台以销售汉服为名，诈骗他人
钱财。早前，灵川县人民检察院已对嫌疑
人提起公诉。

3 月 24 日，灵川县人民法院以诈骗
罪，依法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
罚金 2000 元。

据检察人员介绍， 2019 年 5 月，刘某
多次在网络平台上，开了销售“正品”汉
服的店，并以此获得顾客的信任。

2019 年 6 月，廖某通过网络平台以
518 元的价格向刘某购买品牌“夜弦歌”汉
服。但买家收到汉服后发现，货品并没有
厂家的正品吊牌。而在买家将汉服退回
后，刘某却拒绝退还货款。

同月，另一买家通过另一个平台以589

元的价格向刘某购买“华莲”汉服。买家
付款后，刘某又以订单已发货，需要做货
款登记为由让古某再支付 589 元。古某按
要求付款后，刘某一直未发货，也未将货
款退还，且将买家拉黑。

随后，买家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民警
统计，2019年6月至7月间，刘某以收到贷
款不发货，或者退货不退钱的方式，利用
网络平台共骗取5名顾客钱财4999元。

今年2月份，刘某被公安机关拘留，并
经灵川县人民检察院对嫌疑人提起公诉。

灵川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用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他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
罪。法院依法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挂正品卖假货
灵川一无良网商领罚

本报讯（记者蒋璇 通讯员庾永飞
赖江明）妙龄女子报警称夜归路上遭人尾
随，电话挂断之后，便没了音讯。不到一
个小时，民警通过“扫街”找到该女子，
发现其举止异常。经询问，女子骆某某承
认其经不起诱惑，和朋友一起吸食毒品后
产生幻觉。目前，罗锦派出所依法对骆某
某进行罚款处罚，

“民警同志，有个男的一直跟在我后
面，我很害怕，你们快过来救救我。”24
日晚9点多，罗锦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报警
称，其在罗锦镇街头某处被人长时间跟
踪，内心十分恐惧，希望民警提供帮助。

随后，值班民警立即驾车直奔报警地
点，同时拨打电话联系该女子，但电话另
一端传来的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
机”。这让民警更加担忧起来，大晚上
的，女子遇到个别无赖醉汉纠缠就麻烦
了。为了尽快找到报案人，民警通过手动

“警车开道”模式短促鸣警笛来配合警
灯，以便更好地引起报警人的注意。很
快，民警就在街头某处找到了报警的女
子。简单询问情况后，民警在附近寻找跟
踪者，但未能找到，只好先将女子带回派
出所。

回到派出所之后，值班民警了解到女
子姓骆，罗锦镇某村人。当民警进一步对
骆某某深夜在外的原因、被人跟踪的过程
详细询问时，骆某表述不清让民警觉察出
了异样。随后，骆某某突然从沙发上站了
起来，手捧着手机蹲在墙角，行为十分异
常。民警根据经验判断，骆某某具有吸毒
后的迹象。在等待其家人来派出所的过程
中，民警耐心地沟通、教育，最后骆某某
供述其当晚与朋友玩，一起吸食冰毒后产
生幻觉的违法事实。骆某某的家人来到派
出所后，值班民警对骆某某进行了尿液现
场检测，结果呈冰毒阳性。

女子报警称遭人跟踪后失联

永福民警出动找寻
竟是女子吸毒致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