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李红菊坐在病床上!除了因为昏迷时脸上摔的
伤疤!她几乎看不出是个病人" 三天前!她已经下床活动
了"范丽丝说!李红菊恢复这么快!也是个奇迹"再有三四
天!她就能出院了"

李红菊说!感觉就像去阎王殿走了一遭" 不过!回忆
起这一个星期以来的经历!她满脸是幸福的笑容"

# 真像做梦一样" $李红菊说!手术中!她偶尔清醒时!

就使劲想!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不能让孩子没有妈
妈!她也舍不得老公%亲人"

就是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 让医生最担心的多脏器
衰竭!没有发生"范丽丝说!我们一直坚持抢救!也正是因
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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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炎的治疗方法各种各样!到底什么方法才能彻底治好
孩子的鼻炎病'$& 一旦选不对!白花钱不说!说不定还会留下啥
后遗症!真叫人纠结($据了解!暑期虽然是治鼻炎的好时机!但
是在治疗的问题上很多家长还是感到茫然)

本次& 暑假治鼻炎!迎接新学年$活动专业为青少年学生提
供精准的个体化鼻炎治疗方案!为家长除& 心病$" 家长们对本
次活动的三大核心理念***& 专业服务+专业筛查%专家手术$

十分看重"

据了解!活动期间由济南军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
会副主委%首席专家率& 微创手术专家组$亲自坐诊!专门负责
青少年学生的耳鼻喉疾病诊断和会诊"专家组将根据患者不同
的病情制订相对应的诊疗方案!特别针对久治不愈和反复发作
的患者采取联合会诊的方案!通过精确的诊断!采取对症的治
疗!结合术后防治等措施!以达到彻底医治耳鼻喉疾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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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了解!此次活动除了强大的专家团队外!在治疗上将主
要采取目前治疗鼻炎最为安全%高效的内窥镜微创技术"

& 鼻炎初期我们一般会为病人采取药物治疗!但对于长期
患病的情况!药物很难彻底医治!微创技术就成为治疗的首选"

它安全性高!痛苦性小!创伤小!一般无需住院"$据胡团元主任
介绍!由于仪器设备先进!对核心技术掌握娴熟!医院目前可开
展的微创技术已达到

$%

多项!多种治疗技术所需要的时间仅需
要十多分钟!很适合青少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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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专家团队的联合会诊为青少年的
康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胡团元主任说!活动期间不仅有专
家%技术的保障!而且专门汇集了多位军医骨干成立微创操作
小组!针对性负责青少年学生的微创手术操作"

省军区医院专业的手术操作医师均有丰富的从医经验!能
独立开展耳鼻喉科各种高难度手术"如功能性鼻窦内窥镜微创
手术%筛前神经阻断技术%低温等离子消融术%鼻窦电动切削技
术%鼻内镜微创除息肉术等!并对多种核心技术掌握娴熟%成功
帮助超过万名患者获得了健康"

此次& 暑假治鼻炎!迎接新学年$活动可以说从各方面为青
少年患者的康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也正是因此!活动受到
了广大家长及学生族的欢迎和信任!成为治疗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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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话即可预约%安排具体就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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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常规检查%内窥镜专科检查!耳鼻喉疑难
问题专家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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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以济南军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
副主委%首席专家胡团元主任为组长的& 微创手术专家组$!专
门负责青少年学生的耳鼻喉疾病诊断和会诊!汇集多位军医骨
干成立专业微创治疗操作小组!针对性负责青少年学生的微创
手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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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学子耳鼻喉内窥镜检查费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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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治疗费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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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服务%专业筛查%专家手术$让家长放心

连日来!& 暑假治鼻炎!迎接新学年$活动进一步受
到家长的关注!河南省军区医院近日接诊的七成患者都
是青少年学生"

& 三专$ 治鼻炎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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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她 !早产大
出血引发严重并发症 !

(%

多个医护人员抢救
*(

小时!没有放弃"

连续接到
+

次病危通
知书!她的老公说!倾家
荡产!也不会抛下妻子"

身体像水管一样流
了
(,-

万毫升的血!但始
终在昏迷状态的她 !奇
迹般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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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李红菊!家在新密白寨!怀孕
.

个多月的她!

一直没啥异常"

可
.

月
/

日
-

点多!刚起床的她!突然感觉下体就像水
龙头被拧开一样!血往外涌"她赶紧扶住门框喊老公!但
瞬间就一头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家人赶紧拨打
*(%

!新密的救护车赶到时!李红菊就像
被泡在血里"她隐隐听到急救人员说!这可是要命的啊!赶
紧往郑州拉"救护车上!急救人员准备给她输血浆!可是她
胳膊上的血管都瘪了!针根本扎不准!输了

*%

分钟!手腕就
鼓出四五厘米高"

**

点半!救护车开进解放军一五三医院" 妇产科主任范
丽丝和护士一路小跑赶到急诊室" 李红菊被确诊为中央型
前置胎盘!就是说胎盘位于宫颈口!这是前置胎盘最凶险的
一种!因此引发李红菊大出血"当时李红菊的血压不及正常
人的三分之一!而且胎儿的胎心非常微弱!需要紧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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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李红菊被推进手术室" 下午
*

点
%(

分!孩子被取
出!女孩!

),)

斤"

由于有过剖宫产史! 胎盘完全粘连在李红菊的子宫
壁上!而此时!她的血仍止不住地在流"范丽丝决定!摘除
子宫" 但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李红菊出现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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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发症!这种病详称为全身弥漫性凝血病!病人因为无法凝
血而无法止血) 网上有报道称!该病死亡率几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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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李红菊!不仅创口处像自来水一样在冒血!身
上连输液时扎的针孔!也开始往外渗血)

下午两点!手术室的门开了!护士拿着病危通知书让
家人签字)陈江华立刻瘫在地上痛哭,自己平时天天忙着
跑运输!结婚这么多年!都没顾上好好陪陪妻子!如果妻
子有个三长两短!这个悔咋来弥补啊)

当第六次下病危通知书时! 范丽丝和护士长李君亲
自出来和陈江华谈!& 病人情况非常危急!继续抢救!很有

可能人财两空) $

陈江华直接说!就算倾家荡产!也要妻子的命!只要
有一线希望!啥代价也不在乎) 他还恳请医生让他进去,

& 我喊喊她的名字!兴许能把她喊回来) $

望着陈江华期盼的脸 ! 范丽丝和李君的泪都忍
不住下来了 )

医院的专家都来了!平时!一个产妇生产!最多需要
&

个医护人员!而此时!产房里挤进了
3%

多个医护人员)

纤维蛋白原是血液中重要的凝血因子! 正常人血液
中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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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而李红菊只剩
%,3)

)这个时候!李红菊就等
于上面输多少血!下面就流多少)

根据手术记录!李红菊一共流了
3,-

万毫升鲜血!医院

也给她输了
3

万多毫升血) 据了解!一个人体内的血液也
就四五千毫升!这等于李红菊体内的血整个换了四五回!

她体内流淌的!已经完完全全是别人的血了)

晚上
*%

点多!李红菊的出血开始有血凝块!这说明!

她的血液在恢复凝结功能)终于!时针指向第二日凌晨零
点!李红菊被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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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后!被推出手术室)

被推出手术室的李红菊!直接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而在重症监护室外!李君经常看到!陈江华扶着楼梯!踮
着脚%拼命斜着身子!往一个窗口探头看)

窗户里面!就躺着刚刚大难不死的妻子)重症监护室
不让亲属探望!陈江华无意中发现!在楼梯上保持这个姿

势!就能从窗户缝里看到妻子) 这个姿势!他一站就保持
十几分钟)

不过!等妻子转进普通病房后!这个丈夫倒很少出现
在病房内) 婆婆聂福玲说!儿媳妇光输血就花了三万元!

儿子忙着跑运输挣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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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奇迹
)%

岁的她早产大出血 出现致命并发症 医院连下
+

次病危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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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医护人员
*3

小时的抢救!她终于活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