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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带脱垂，胎儿命悬一线

7月6日凌晨4：35，正在值班的郑大三附
院产科助产士孟丹丹接到了医院急诊科转来的
电话：郑州惠济区一个孕妇，羊水突然破了，胎
儿臀位，急需入院。

一听电话，孟丹丹和同事跳上急救车就赶
赴孕妇所在的小区。

4:57，抵达孕妇家里时，孕妇床上的床单
已经被流出的羊水浸湿了一大片。见此，孟丹
丹根据临床经验立即帮助孕妇臀部垫高，减少
羊水流出，再检查，她发现，脐带已经脱垂到阴
道。

郑大三附院产房护士长王璐说，脐带脱垂
是一种并不常见但致死率极高的分娩并发症，
这会导致脐带血液循环受阻、胎儿缺氧，从而造
成严重的胎儿宫内窘迫，甚至可造成胎儿窒息
死亡。

她提醒，脐带脱垂在臀位胎膜早破和未足
月胎膜早破的发生率稍高。有以上情况的孕妈
妈如果发生胎膜早破，应立即平躺，并用衣服或
枕头等将臀部垫高，以免羊水流出过多和发生

脐带脱垂，同时联系就诊医院做好接诊准备。

紧急时刻，单手托举43分钟“抢”回胎儿

没有任何犹豫，戴上手套，孟丹丹将右手伸
到了产妇子宫内，托住了胎儿的臀部，这样才能
给受压的脐带减压。

与此同时，同行的医生迅速通知医院，一场
紧急抢救拉开序幕。

5:42，当产妇抵达郑大三附院产房手术室
时，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5:45，胎儿被迅
速从小刘体内取出，6斤，男婴，健康。

当听到孩子的哭声时，所有参与抢救的人
都松了口气。从5:02至5:45，孟丹丹托举了43分
钟。

累吗？
“累，不过这是责任，相信每个助产士碰见

这种情况都会这么做的。”7月7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孟丹丹笑着说。

7月7日下午，记者了解到，目前，宝宝状态
良好，已经开始自行吃奶。

本报讯“山气日夕佳，飞鸟相
与还。”人归巷陌，鸟归自然，展翅
翱翔入深山。7日上午，焦作市修
武县云台山镇百家岩，山高雾浓，
鸣蝉欢唱，我省野生动物救助工作
开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放归活
动展开，游隼，黑鸢，刺猬，松鼠，近
百只飞禽走兽以上佳的身体状态
迎来了它们的“大日子”。

7日上午10时许，云台山中，
远烟近雾，林木葳蕤，暂歇在笼子
内的飞禽走兽，即将投身于眼前的
这片大自然中。不同种类的斑鸠，
三有保护动物麻雀，还有猛禽鹰
隼，双眼炯炯有神的纵纹腹小鸮，
静卧着的刺猬，上蹿下跳的松鼠，
满身彩羽的野鸡，在现场工作人员
的助力下，或横飞，或纵跑，隐身在
林木山石之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了解
到，此次放归的野生动物共有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5只（黑
鸢1只、游隼1只、红隼35只、红角
鸮10只、纵纹腹小鸮8只）；三有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41只（斑鸠22只、
八哥4只、喜鹊2只、雉鸡2只、麻
雀6只、刺猬3只、松鼠1只、乌鸫1
只)。

此次野生动物放归活动由省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牵头协调三个
省辖市林业局共同举办，这在我省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是第一次，在
放归规模、放归数量上前所未有。
此次放归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数量55只，是河南省野生动
物救护工作中一次性放归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动物数量最多的一次。

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相
关人士介绍说，放归前对放归的部
分动物进行了环志和疫源疫病监
测，达到了野外放归条件。这次野
生动物放归地点选择焦作市修武
县云台山镇百家岩，是因为百家岩
位于太行山自然保护地，焦作太行
山是我国猛禽的重要迁徙通道，每
年都有大量的猛禽从这里经过。

这里生态植被好、森林茂密、
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有利于动物
的栖息和繁衍，加之政府和林业部
门对野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广大市
民朋友具有良好的保护意识。所
以，自2017年开始省林业局每年
都要在这里举行放归活动。经过
专家的现场考察、论证，焦作已成
为太行山区最佳的野生动物放归
地。

7月6日晚，体彩大乐透第20059期
前区开出号码“01、15、22、28、32”，后区
开出号码“03、11”。

当期全国共开出2注基本投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落福建、江西
两地。福建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出自厦门；江西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
一等奖出自上饶，除了1注一等奖外还中
出多注固定奖，单票总奖金达到1007万
余元。

二等奖开出 72 注，单注奖金为
19.16万余元；其中28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15.33万余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34.5万元。

三等奖中出194注，
单注奖金为10000元。四
等奖中出565注，单注奖
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
出13832注，单注奖金为
300 元 。 六 等 奖 中 出
18022注，单注奖金为200
元。七等奖中出 35562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
八等奖中出628214注，单
注奖金为15元。九等奖
开出6922823注，单注奖
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
结束后，8.45亿元滚存至7
月 8 日（周三）开奖的第
20060期。

另外，河南省体彩中心正在开展大
乐透2000万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凡在
河南省内，采用6+3投注方式购买的大
乐透复式票（含追加，多期票、胆拖票不
参与本次活动，以下同），若中奖，则可正
常获得游戏规则规定的中奖奖金；如果
未中奖，则下期可获赠6元大乐透彩票；
采用8+3投注方式购买的大乐透复式彩
票，若中奖，除正常获得游戏规则规定的
中奖奖金之外，还可额外获赠该张彩票
票面投注金额50%的大乐透彩票。
河体

大乐透8.45亿元奖池今晚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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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单手托举43分钟“抢”回孩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华小亚 文图

23岁的孕妇小刘羊水突然破了，脐带脱垂，胎儿随时面临
窒息危险，这时，接诊的助产士立即单手拖住胎儿43分钟，直
到孩子被剖出来。7月6日早晨，发生在郑大三附院（省妇幼
保健院）产科的这件事，感动了许多人。

近百只飞禽走兽放归自然

我省最大一次野生动物放归活动
在焦作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事发时，胎儿脐带脱垂，命悬一线

单手托举43分钟，护士“妈妈”无怨无悔。

每注金额
9046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40期中奖号码
4 11 12 17 20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4注

479注
6722注
424注
529 注
62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44328 元，中奖总金额为
275668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40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73724元。

中奖注数
1267 注

0注
2070注

中奖号码：481
“排列3”第20139期中奖号码

956
“排列5”第20139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60期中奖号码

4210497

9569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0805 09 14 20 24 30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238209元
20424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38注
554注

4357注
164149注

2321290 注
12105159注

2注
13注

197注
7632注

108284注
485973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60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16782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637203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