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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谢谢省人民医院挽
救了我的家庭，遇见你们是我最大
的幸运。”回顾这次在鬼门关走一趟
的经历，符女士的丈夫陈先生不断
道谢。

目前，符女士已能行走、进食，
生命体征及内环境平稳。小宝宝已
于2月10日出院，体重从1.81公斤
增长至2.51公斤，自主吸奶32毫

升/次，各项生命体征及检查指标显
示良好。

“此次成功救治的省内首例晚
期妊娠合并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换
瓣术后卡瓣病例，显现了省人民医
院对急危重症孕产妇救治的高度重
视、MDT多学科会诊的迅速联动、
团队协作救治的实力。”陈小菊说。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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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病房里，患者符女士
的家属将几面锦旗交到该院多个科室医生手中。就在不
久前，怀孕32周的符女士出现心脏二尖瓣卡瓣，危及生
命。省人民医院多学科医生联合救治，历经10个小时，为
符女士完成了我省首例剖宫产同时开胸再次置换障碍机
械瓣膜手术，保住了她和孩子的生命。

“怀孕32周突发机械瓣卡瓣，
整个二尖瓣瓣膜被血栓及增生纤维
组织覆盖，功能基本丧失，随时可能
猝死。我从业27年，第一次遇到这
种情况！”省人民医院产科一区主任
陈小菊至今心有余悸。

据悉，1月17日，省人民医院
产科一区一名32周孕妇符女士因
下腹坠胀入院，入院后第二天突发
胸闷、气促，心电图提示心动过速。

陈小菊结合患者既往12岁因
“风湿性心脏病”行“二尖瓣机械瓣
换瓣术”的病史，且术后长期服用
抗凝药物，她意识到该患者病情危
急，立即指示申请急诊床边心电
图、超声心动图以及相关凝血、心
脏方面的评估，最终发现患者“二
尖瓣卡瓣”！

据悉，心脏换瓣术后机械瓣卡
瓣是最危险的心血管急症之一，如

果不尽快解除卡瓣，患者短时间内
可能会演变为急性心衰、心律失常、
肺水肿，进而循环、呼吸崩溃，最终
危及孕妇及胎儿的生命。

能否同时保住孕妇及其腹中的
新生命？如果不同时解除心脏问题
会不会母儿危险？此类病例保留胎
儿同时开胸手术在省内尚未有经验
可循，一道道难题成为急救诊疗面
前的拦路虎，考验医务人员。

省人民医院医务部为孕妇开通
了绿色通道，并紧急组织了产科、心
脏外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手术
室、输血科、新生儿科、心血管内科、
安全办、医调委等多学科联合会诊，
讨论及制定抢救方案。

为了同时保证母亲和胎儿生命
安全，多学科会诊意见最终决定，将
剖宫产与开胸二尖瓣再次置换术同
步进行。

1月19日13时，患者被推进了
手术室。

再次瓣膜置换手术本身风险就
大，再加上患者又是一名孕妇，手术
风险层层加码。陈小菊回忆道，大
家都清楚眼前这台手术有多棘手，
术前准备工作就动用了大量医护。

首先由产科团队进行剖宫产手
术，几乎用了最短时间，将胎儿顺利
娩出，为后续心脏瓣膜手术赢得了
宝贵时间。

“这类心血管外科手术难度大，
风险、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极
高。卡瓣本身已经造成患者心衰、
肺水肿，还要实施全麻下的剖宫产
以及二次心脏手术分离粘连，极易
加重病情甚至出现心跳呼吸骤停。”
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李儒正表

示，由于患者第一次心脏手术已造
成组织广泛粘连，再次进行手术首
先需分离出粘连心脏。而且受到孕
妇激素水平及组织水肿的影响，患
者的组织、心房壁极其脆弱，稍微触
碰就可能出现严重的大出血。

当医生打开患者胸腔后，发现
患者左心耳有一个大约15×20毫
米的血栓，二尖瓣瓣叶覆盖血栓及
增生纤维组织，严重阻碍了瓣叶开
启。“如果再晚一点，患者生命可能
就不保了。”李儒正主任说。

经过长达5个多小时的心脏手
术，产妇的心脏二尖瓣顺利更换，平
稳返回心脏外科重症监护室，术后
第三天转入普通病房，第一次看到
了尚未谋面却已与她“同生死共患
难”的宝宝照片。

“遇见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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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老人津贴
可智能“快办”

本报三亚2月13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三亚市民政局获悉，今年1月起，三
亚全面推广高龄老人津贴智能“快办”服务，实现

“信息多跑路，老人免跑腿”。
三亚市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均可享

受高龄津贴待遇。在办理原则上，三亚坚持线上办
理为主、线下办理为辅，全面推行线上全程办理。高
龄老人津贴申请、审核、发放等事务依托海南省一体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海易办—码上办”。登录微
信、支付宝、海易办这3种APP均可办理。

据悉，三亚各区民政局于每月15日前依据系
统生成数据台账进行发放。三亚享受高龄老人津
贴对象原则上每月需要进行一次校验。老年人及
亲属、村（居）委会、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应为老年人
办理高龄老人津贴申请、校验提供服务，协助办
理；村（居）委会负责办理分散特困、独居老年人申
请、校验工作；养老机构负责办理集中供养特困人
员申请、校验工作。

三亚

11所市直属学校
招收14名教师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近日，海口市教育局将
参加海南省2022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
毕业生供需见面招聘会，为该市11所直属学校招
聘14名教师。被录用人员由财政统一发放工资，
依法享受国家和海南省规定的中小学教师待遇。

据了解，此次招聘人员将进入海南华侨中学、
海口市第一中学、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海口市实
验中学、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
市第二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海口市灵山中
学、海口市五源河学校以及海口市海景学校等11
所学校。招聘岗位为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和体育等学科教师。

据悉，此次招聘是今年海口市教育局首场招
聘。拟聘用人员在人事档案经审查认定后，符合
招聘条件的方可聘用，并参照公务员录用的体检
标准对拟聘用人员进行体检。经考核、体检符合
聘用条件的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办理正式入编手
续，实行一年试用期。

开展禁塑执法行动
确保禁塑实效

本报讯（记者袁宇 通讯员彭子娥）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为打击
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行为，该市在嘉积镇
开展全覆盖禁塑执法行动，对嘉积城区7个农贸
市场和大型超市等经营场所进行执法检查。

据了解，根据省禁塑办春节期间对琼海市销
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现象进行暗访的结
果显示，琼海市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现象反
弹严重。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实行分片区、包干
到人制度，派出10个行动小组，对嘉积城区7个农
贸市场和大型超市等经营场所是否违法违规储存、
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及制品进行执法检查。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摊主
依旧存在对“禁塑令”认识不够，环保意识不强等
现象。

琼海

大学生志愿者
寒暑假志愿服务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连日来，万宁市大学生
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到万宁中学、北京师范大学万
宁附属中学、万宁市第二中学等多所学校，举办高
考经验交流会，向高三学子分享学习心得和应考
经验等。海南日报记者获悉，万宁市大学生志愿
者服务队自2017成立至今，志愿者们每年寒暑假
期间都坚持举办高考经验交流会、支教活动，还走
入社区开展科普活动、社区陪伴活动、暖冬行动
等，传递爱心和志愿服务精神，回报乡梓。

万宁

住房公积金办理窗口
审批办结业务817件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只
用了2分钟左右的时间，工作人员就帮我办理完
成住房公积金商贷约提业务，很高效，不用多跑
腿。”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住房
公积金办理窗口，居民刘天栋在办结完业务后，为
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点赞。

从2021年11月起，省公积金管理局为深化
“一门办事”服务改革，要求全省垂直管理的20个
直属局进驻到所在地政务服务中心，昌江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积极落实，于2021年11月18日进驻
该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业务办理包含住房公积
金提取、转移、个人账户信息变更、信息查询、对冲
还贷业务及跨省通办业务，给广大缴存单位和职
工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据了解，截至目前，昌江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共
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2人，业务受理事项
达36项，审批办结业务累计81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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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早春时节，琼海市博鳌镇的花农抓住雨水绵绵的
季节加紧培育花卉。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近
日，经县级申请、实地复核、对标遴选等程序，
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根据
《海南省美丽农村路建设实施方案》，决定将
海口龙华区羊山大道至昌学村村道公路、文
昌铺文线K71+800至宋庆龄旧居等10条农
村公路命名为2021年海南省“美丽农村路”
示范路。

省交通运输厅等单位从公路技术状况、养
护管理、路域环境、服务人口数量、示范带动效
应等方面进行充分研究比选，最终遴选出10

条“美丽农村路”示范路，并给予每条示范路一
次性投资补助，投资补助专项用于农村公路养
护工程（含公路绿化工程）。

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各市县要结合裸露土
地绿化等专项行动，积极开展“美丽农村路”建
设，把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产业资源和人居环
境整治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有机结合，带
动沿线乡镇和人民群众爱路护路的积极性，全
面发挥农村公路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引领
作用，促进“美丽农村路”和乡村旅游、美丽乡
村建设的融合发展。

去年海南省“美丽农村路”示范路名单出炉

10条农村公路入选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2月10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南
开村苗村村民小组，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民居由
彩墙红瓦装点，墙面上那一幅幅寓意美好的苗
族风情喷绘不时引得路人及返乡人员拍照发
朋友圈。

“村庄不仅变干净了，还变靓了，那可都
是村民一起动手参与的！”看着亲手参与的村
居彩绘扮靓了村容村貌，现就读于武汉工程
科技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返乡大学生符小岳
满脸自豪。南开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符海周介绍，自去年以来，在多举
措做好产业助农增收的同时，如何利用苗村
特有的生态禀赋及苗族风情，持续扮靓村容
村貌，让苗村变得更美、更有乡愁，更有文化
味，则成了驻村干部一直在思考并付诸行动
的一项重要工作。

自去年初以来，南开村驻村干部协同村
“两委”班子锚定了打造苗族文化靓丽村庄的
目标，多次走村入户倾听群众意见，计划利用

村道沿线民居墙体“建造”出200多米的文化
“长廊”。可是，经费有限，人手吃紧，文化彩
绘的创意又从哪来？面对接踵而至的难题，
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驻村干部与村“两委”
班子集思广益挨个“破题”——在持续做好农
村人居环境的基础上，启用工作经费动员村
民投工投劳拆除简易搭盖，参与墙体修复等；
利用寒暑假、国庆等假期时间，动员符小岳、
符贝思等美术设计及相关专业的返乡大学
生，鼓励他们发挥专业特长出创意、描彩绘，
将党建文化以及苗族群众“盘龙舞、织苗锦、
精耕细作、舂米”等生活和劳动场景融入村居
文化彩绘中。据悉，除苗村外，驻村干部还对
萌芽村村民小组打造彩绘墙，有效扮靓了村
容村貌。

“村庄越来越好看，住在这里真舒心！”经
过大半年的努力，大伙齐心把村道沿线的墙体
粉刷一新后，还因地制宜地描绘出30多幅寓
意美好又具有苗族文化特色的彩绘，参与这项
工作的村民邓金珠等人言语里满是幸福感。

（本报牙叉2月13日电）

白沙南开村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扮靓村容村貌

彩绘描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早春育花忙

本报海口 2 月 13 日讯
（记者马珂）2月12日，2022年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党风廉政建
设和行风建设工作会议在海口
召开，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今年省卫健系统将持续整
治行业不正之风，对收受“红
包”“回扣”等不正之风零容忍。

据悉，省卫健委严格按照
中央“好干部”标准，把严的要
求、严的措施、严的纪律贯穿于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
注重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重大任务一线识别好
干部、培养好干部，使用好干
部，树立鲜明用人导向。2021
年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共选任干
部50人，交流（轮岗）干部14
人，考核转正干部5人，做到了

用人导向端正、程序合规、结果
公正。正处级领导干部平均年
龄由52.4岁降为42.6岁，副处
级领导干部平均年龄由 39.7
岁降为37.2岁，充分激发干部
干事创业的热情。

坚持办好民生实事。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全
省全人群接种率超过95%，人
群接种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
为我省顺利召开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和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成立

“2+3”健康服务包专班和母婴
安全保障工作专班，扎实推进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
目，新生儿先心病阳性筛查率

96.54%，排全国第一，被国家
项目办盛赞为新生儿先心病防
治的“海南模式”；持续推进全
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
作，2021 年全省新增托位
2909个；提高老年健康服务能
力，2021年全省完成老年人健
康管理数为64万人，健康管理
率达到83.3%。

省卫生健康委破解难题推
进创新发展。加强部门联动，推
出“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打通
中医专长医师注册堵点，成为全
国少数几个能够注册的省份，被
评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优秀案
例。建设“三医联动一张网”信
息化项目，“5G基层医疗项目”
在2021世界5G大会上获得了
5G应用设计揭榜赛一等奖。

省卫健委将持续整治行业不正之风

对收受“红包”等行为零容忍

省人民医院多学科联合营救心脏病孕妇，图为手术中。
（海南省人民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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