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传芝

城事 A4

电话：89880092

“熊猫血”孕妇大出血只能撑仨小时
淮安宿迁两地跑赢生命限时接力赛

“

29 岁 的 孕 妇 大 出
血，急需3个单位的
‘熊猫血’……要快
啊！ 孕妇只能撑3个小时。 ”
11日下午4点10分，市妇幼
保健院工作人员打电话到
市中心血站请求调配一种
较为罕见的血液。 可是，我
市中心血站的血库没有库
存，再联系“熊猫血”志愿者
献血也来不及，怎么办？ 这
时，一场与生命的赛跑悄然
开始，淮安、宿迁的血站和
市妇幼保健院“接力”成功，
挽救了两条生命。
■淮海晚报记者

程凯

“二胎”政策放开后，符合
生育政策的杨女士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孕育二胎。 当快要到
预产期时，杨女士和丈夫决定
进行剖腹产。 没想到，瘢痕子
宫使得她在生产过程中出现
子宫破裂、大出血。 据市妇幼
保健院妇产科医生介绍，该孕
妇的血型是RH阴性， 也就是
俗称的“熊猫血”，“3个小时内
一定要调配到血，不然会危及
到生命”。
市中心血站血库负责人
徐婕得到市妇幼保健院妇产
科的求助后， 想到此时血库
“熊猫血”的存量为“0”，而且
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 再找相
匹配的志愿者来献血肯定赶
不上。 于是，她立刻给周边城
市的兄弟血库打电话， 盐城、

宿迁、徐州、连云港……一个
一个打，然后等回复。 令人欣
慰的是，宿迁血库回复：有库
存， 我们马上办理好出库手
续，可速来取。
4点26分，3个小时的“安
全期”已经过去十几分钟。 淮
安的血库到宿迁的血库，开车
一个来回要2个多小时， 还来
得及吗？ 徐婕立刻回电请求宿
迁市中心血站启动应急送血
程序，“因为情况比较危急，淮
安这名孕妇出现大出血，从淮
安出发去取血会错过最佳救
治时间”。
4点35分， 一名驾驶员和
两袋“熊猫血”，从宿迁市中心
血站出发。 因为担心外地的驾
驶员不熟悉淮安市区道路，几
乎在同时，市中心血站血库工

作人员和市妇幼保健院工作
人员驱车到淮安西高速出口
等待。
5点38分， 淮安西高速出
口，淮安和宿迁两地血库工作
人员完成简单的交接手续。
5点56分，“熊猫血” 在血
库完成检验， 办理完入库、出
库手续，坐上一辆急救车驶向
市妇幼保健院。
6点25分，“熊猫血” 完成
“旅行”， 被输入杨女士的体
内。 随后，杨女士在市妇幼保
健院得到了完善的救治。
一名孕妇大出血，将两地
血站和医院“卷入”一场与追
赶生命的“限时赛跑”中，一棒
接一棒，两个小时左右就完成
“接力”。 据了解，杨女士已诞
下一名女婴，现在母女平安。

12日， 室外温度达30多
度，在天津路大桥上，一位市
民这样出行。 气温虽高也不能
袒胸露乳出行啊！ 我们要为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注意自身形
象啊！
(市民赵先生 奖金30元）
欢迎您随手拍照， 曝光不
文明行为， 请将所拍照片发送
至邮箱：hhwb@vip.163.com

6月13日至15日
“组团”献血去吧
晚报讯 为迎接6月14日第十五个世界献血者日，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和保持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荣誉
称号，落实市政府下达的《2018年度全市各地各部门单
位无偿献血目标任务》， 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党员
干部职工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集中行动。
“
本次集中行动面向全市各级机关、各企事业单位、
部省属驻淮单位党员干部职工、驻淮部队官兵和社会无
偿献血志愿者。 无偿献血志愿者须为18-60周岁之间的
健康人员， 体重要求为： 男性≥50公斤、 女性≥45公
斤。”市文明办相关工作人员说，市行政中心及周边各部
门单位集中献血时间为6月13日至15日，共3天。 届时，
市中心血站将在市政府大院内设采血点，并开展宣传活
动；淮安区、洪泽区、金湖县、盱眙县、涟水县自设采血点
位，尽可能与市级机关同步行动。 清江浦区、淮阴区、淮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淮安工业园区、淮安生态文旅区、苏
淮高新区等地请主动与市中心血站联系献血时间及相
关事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临床用血需求，无
偿献血志愿者每次捐献血量为200-400毫升。记者了解
到，为确保血液的安全和优质，献血者应注意献血前一
天晚餐要清淡，忌饮酒，保证充足的睡眠；献血当日的早
餐应以稀饭、馒头等清淡食品为主。
据悉，完成年度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目标任务是各级
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和文明机关创
建和党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各地各部门单位志愿服务组织须在“志愿江苏”服务
平台发布本次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集中行动的信息。
■通讯员 简鸿剑 戴芳 淮海晚报记者 程凯

2018中国·淮安第二十八届汽车文化节特别报道
开幕当天恰逢团购“惠”
还能吃着美食看世界杯
—访江苏舜天元泰市场总监
——
晚报讯 99元意向金抵
1999元购车款、 直播世界杯
比赛……江苏舜天元泰市场
总监曹聪告诉记者， 在即将
开幕的宏宇一汽大众宏宇林
肯2018中国·淮安第二十八
届汽车文化节上， 江苏舜天
元泰旗下雪佛兰品牌除了给
出给力优惠， 还有世界杯福
利回馈市民。
据曹聪介绍，车展期间，
雪佛兰展厅的重头戏将集中
在开幕日当天。 当天，恰逢雪
佛兰汽车在常州举办云直播
团购会， 淮安车展现场的雪
佛兰展厅将作为分会场，于
下午2点开始与主会场互动。
团购会上，凡是进场客户，只
要预交99元意向金， 就可在
活动现场购车时抵用1999元

新店开业不求利润
空前优惠回馈市民

曹聪

购车款。
作为英超曼联队赞助商
的雪佛兰汽车， 足球元素一
直与该品牌相伴，车展期间，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火热进
行， 本届汽车文化节另一大
福利便与世界杯有关。 车展
开幕当天， 恰逢世界杯最
“贵”球队，也是最受瞩目的
球队之一的法国队对垒澳大
利亚队， 比赛将在北京时间
18:00进行，该开球时间对中
国 球 迷 来 说 可 谓 最 大 “福
利”。 比赛期间，雪佛兰展厅
将架设大屏设备对比赛进行
现场直播， 球迷除了可以免
费观看，还有美食吃哟。
车展期间， 雪佛兰展厅
主推车型为中型SUV探界者
和中型车迈锐宝XL，全系推

—访帝亚丰田总经理
——

出10台特价车， 每台均比平
时售价优惠三四千元左右。
此外，还将推出置换补贴，同
品牌置换补贴高达上万元；
另有多种购车免息方案供客
户选择， 最高是“10万元36
期”免息。
■淮海晚报记者 李传芝

晚报讯 “新店开业，不
考虑利润，优惠空前。 ”展望
即将开幕的宏宇一汽大众宏
宇林肯2018中国·淮安第二
十八届汽车文化节， 帝亚丰
田总经理许洪卫如是说。
许洪卫介绍说， 淮安帝
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位于淮海南路工业园区十
洲路五号 （城南汽车城内），
今年3月份刚刚开业，“一汽
丰田的品牌价值、 产品美誉
度、车型等，市民还是比较认
可的， 这次主要想借助车展
的机会， 让全市人民知道城
南有个帝亚丰田4S店。 新店
开业，还是以宣传推广为主，
前期， 投资人对利润方面没
有具体要求，所以，在车展上
会给广大市民提供空前的优
惠， 具体优惠幅度要在车展
当天揭晓”。
许洪卫说， 作为一家全
新的4S店， 帝亚丰田店总占
地面积约14亩， 展厅面积约
750平方米， 按照一汽丰田
4S店超标准建设， 符合厂家
验收要求和本地运管部门的

许洪卫

检查标准，“人员配备方面，
早在半年前， 所有人员就进
入一汽丰田其他4S店进行了
为期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集中
培训， 以后无论是在业务还
是在服务方面， 都会做得更
好”。
车展期间， 帝亚丰田展
厅将推出一到两台皇冠品牌
特价车型， 另一主推车型是
丰田卖得比较火的卡罗拉品
牌。 另外， 一汽丰田首款
TNGA丰巢概念SUV——
—奕
泽IZOA将于6月22日在上海
举行上市发布会， 现在已全
面接受预定。 TNGA是丰田
为了“制造让顾客一见倾心、
惊声赞叹的汽车” 而推出的
全新造车哲学。
■淮海晚报记者 李传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