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晚，该科副主任浮志坤等3名医
护人员，连夜赶到昆明。次日凌晨赶到
当地医院，经过详细评估、专家讨论等
诸多环节，认为供体心脏适合文文的手
术。

上午11点40分，浮志坤和同事将
满怀生命希望的供体带上飞机。

负责主刀此次心脏移植手术的，是
该院心外科八病区主任张向立教授、朱
勇锋副主任医师参与的“硬核”手术团

队。
“经过再次检查，确认适合受者。”

很快，供体被植入患儿体内。下午4
点，心脏在文文体内复跳成功。

专家称，扩张型心肌病是导致慢性
心衰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严重时可并发
致命性心律失常和猝死，5年生存率仅
有50%，10年生存率约25%。对终末
期心衰患者来说，心脏移植是目前最佳
的治疗方法。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郭昊

刚过6岁生日的文文，两个月前开
始出现面部、双腿浮肿等症状。

7月初，文文被送到郑州市第七人
民医院，在该院心外科八病区，医生为
她完善了相关检查，结果发现患儿的心
脏已经增大到平时的两三倍，甚至超过
了成年人的心脏。同时还存在二尖瓣
重度关闭不全、三尖瓣重度关闭不全等
问题，心功能特别差。入院以后，文文
只能在强心药物的帮助下维持生命。

“儿童心衰的病情进展很快，一旦
出现症状就会快速发展。”病区主任张
向立教授联合心内科、儿科、麻醉科讨
论时，专家们一致认为，唯一有效提高
生活质量，延长生命的治疗方式，就是
进行心脏移植。

此外，体重仅有15公斤的文文要
做手术，对手术医生也是挑战。

经过等待，7月13日晚上迎来重大
转机——文文的心脏供体有了着落。

6岁孩子迎来“心”生
我省最小患者成功移植心脏

“一心” 一场跨越三千里的生命接力

危急 六岁孩子心脏增大到平时的两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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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二等奖开出118注，每注奖金9.17
万余元；其中40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7.33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16.5万元。

三等奖开出172注，单注奖金1万元。
四等奖开出965注，单注奖金3000元。五
等奖开出19243注，单注奖金300元。六等
奖开出31157注，单注奖金200元。七等奖
开出35002注，单注奖金100元。八等奖开
出831357注，单注奖金15元。九等奖开出
8033260注，单注奖金5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为7.67亿余元，
滚存至 7月 17日（周六）开奖的第 21081
期。这里提醒广大购彩者，快乐购彩、理性
投注。

许昌购彩者
喜中大乐透一等奖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惠明

7月14日，超级大乐透第21080期前
区开出号码“15、16、20、29、30”，后区开出
号码“06、10”。当期全国销量为2.76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939万元。

许昌购彩者中出1注一等奖

当期全国共开出8注一等奖。其中，3
注为1441万元（含640万余元追加奖金）追
加投注一等奖，江苏泰州、江西上饶和河南
许昌各中得1注；5注为800万元基本投注
一等奖，分落江苏南通、北京大兴、天津河
东、辽宁大连和阜新。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当期
来自江苏、江西和河南的中奖者在单注一等
奖方面，比辽宁、江苏、北京和天津的中奖者
多拿了640万余元，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
奖金达到1441万元。

从河南省体彩中心获悉，我省这注大奖
出自许昌41100202001体彩实体店，中奖
彩票是一张8+3复式追加票，花费504元，
除了中出1注一等奖，还中出多注固定奖，
总奖金达1480万元。

据了解，这注大奖也是许昌今年中出的
第5个大乐透一等奖。在2月1日开奖的大
乐透第 21014 期中，许昌购彩者用一张

“10+2”复式票收获奖金1009万元，中奖票
为8人合买所中；在2月20日开奖的大乐透
第21018期中，许昌一位90后小伙凭一注2
元自选单式票击中一等奖，奖金1000万元。

另外，在 6 月 12 日开奖的大乐透第
21066期中，长葛一购彩者仍然是凭一张2
元的机选票一举拿下一等奖，奖金598万
元；在6月21日开奖的大乐透第21070期
中，长葛购彩者用一张36元的“6+3”复式票
收获奖金1054万元。

奖池金额滚存至7.67亿元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郑州二七广场
隧道工程建设在如火如荼地推进。7月
15日，记者现场探访发现，随着工程有
序推进，道路保通也在不断调整，接下
来的几天里，西大街（二七广场至顺城
街段）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将封闭施
工，机动车、非机动车可从人民路绕行，
行人通行不受影响。

二七广场隧道工程是郑州市“一环
十纵十横”示范街道整治提质工程中的
重要节点工程，对有效改善二七商圈周
边区域的交通环境、促进二七广场周边
环境品质提升、加快中心城区有机更
新，有着重要意义。自2020年10月16
日开工后，所有参建人员齐心协力，力

争2022年上半年完工，早日还路于民。
目前，总长1370米的项目分为三

个工区同时施工：一工区进行的是隧道
入口的挡墙施工、地铁1号线的加固施
工和隧道两侧匝道的施工；二工区正在
进行德化步行街共建部位的拆除新建；
三工区主要进行的是雨污水的导改和
保通施工，目前，雨污水改迁已进入尾
声，待改迁完成后，将进行隧道主体的
施工。

据悉，接下来的几天里，对西大街
（二七广场至顺城街段）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道进行全幅封闭，就是为下一步的
隧道主体施工做准备。封闭时间较短，
预计月底前即可通过保通路通行。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文图

二七广场“有点忙”
二七广场隧道工程施工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

郑州西大街（二七广场至顺城街段）需绕行
预计月底前即可通过保通路通行

7月14日下午，郑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成功为
年仅6岁的患儿文文（化
名）实施心脏移植手术，
她也因此成为河南省年
龄最小的心脏移植患者。

“希望孩子顺利康
复！”14日晚上，刚走出手
术室的心血管外科专家张
向立教授说，文文的手术
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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