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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太大多家医院不敢接收

让她在未来的日子多一个亲人陪伴

40 岁护士长为女儿“拼”二孩
记者莫梓芫 黄莹 通讯员高翔

高位截瘫“绣女”
昨顺利生下健康女儿
记者黄莹 通讯员张璟祎

据国家卫计委数据，2016 年，我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对象约 9000 万人，60%在 35 岁以上，50%在 40 岁以上。 这意味着，能够生二孩的女
性一半已到了四旬年纪。长江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江城 40 岁以上的孕产妇越来越多。省妇幼产科主任肖梅介绍，根据接诊状况初步分析，高龄产
妇生二孩，九成以上是夫妻协商、家庭自愿的行为，二孩是家庭幸福的结晶。 她同时提醒，医学专家一再建议，最好在 35 岁之前完成生育，因为 35 岁
之后，女性的生育能力快速下降，妊娠机会下降、流产率增高，孕产妇并发症及胎儿致畸率均大增。

遇到抢救依然带队在前，幸运的是小护士都很体谅
“您稍等，我去帮您联系医生”，长江日报记者来
到中南医院血液内科时，护士长李建芳正帮患者家属
联系医生。 5 个月身孕的她肚子已经隆起，但忙上忙下
与以往并无两样。
李建芳告诉记者，她怀上二胎，最初是丈夫的提
议。 她丈夫家有三兄弟，感情非常好，丈夫希望自己的
女儿也能在亲情陪伴下成长。“不过客观来说，我当时
很犹豫，所以才会在去年 6 月开始备孕”，李建芳说，
作为科室护士长，工作任务比较重，面对的又都是血
液肿瘤患者，很难把精力放在家庭。
而且去年自己已经 40 岁， 高龄怀孕危险因素增
多，父母已七旬，婆婆去世了，公公身体不好，没有老
人可以帮忙照看孩子，种种因素的考虑，让她打退堂
鼓。
不过，11 岁的女儿得知爸爸想要妈妈生二胎的
消息后，跑过来抱着妈妈说，一定要给她生 一个小
妹妹，她喜欢妹妹。 李建芳这才开始准备，吃起叶酸
来。
李建芳坦言， 女儿的成长比起自己就孤单不少，

12 日，怀孕 5 个月的护士长李建芳
记者胡冬冬 摄

自己有三姐妹，在生活上相互扶持，情感上相互鼓励。
如果能让女儿在未来的日子多一个陪伴的亲人， 这份
手足情弥足珍贵。加之，有同事 45 岁成功分娩二胎，也
让她对自己身体有了信心。
这么多年在血液内科工作， 经常看到一些夭折的
年轻生命，“这些其实也一直触动我”，李建芳说，所有
的担忧都在于孩子出生后的照料，豁出去了，实在不行
就请月嫂吧。 去年 9 月，经过 3 个月的备孕，她成功怀
上二胎。
李建芳说作为高龄孕妇，她明显感到体力不支，容
易劳累，但工作职责又让她必须坚持在岗位上，不到宝
宝要出生前 15 天，她不会离岗。如今二胎放开后，李建
芳科室的 29 个护士中， 包括她自己就有 5 个怀孕，她
在排班上要照顾其他怀孕护士。科室常遇到抢救，她必
须带队在前。
至于怎么养胎，她更无时间去思索。“科室的小护
士们很体谅我，每次遇到配放疗药时，她们都会要我回
避一下，照顾我”。因为有体贴关爱的家人和好的团队，
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产后十几天仍未缓过劲，二孩来得太不容易
40 岁的李辉 1 月 23 日生下了二孩， 是个健康可
爱的女儿。 李辉事业稳定，丈夫在公司从事管理工作，
家庭和睦美满。 上初中的大女儿支持他们要二孩，老
人也能帮忙带。
“主要是想让孩子有个伴。 而且同事中有失去孩
子的家庭，孩子十几岁时走的，他们再生不了了，看着
挺可怜的。 ”谈起生二孩的初衷，李辉告诉记者。 其实
她身边同事怀二胎的多数都是 80 后， 极少有 40 岁以
上的，毕竟年龄大了不容易怀，也不好生。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李辉从怀孕到分娩，整个过
程的艰辛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 她原本就有子宫肌瘤
和子宫腺肌症。 但如果先手术拿掉肌瘤，由于年龄的
关系，很可能再怀不上孩子。 李辉决定冒险一试。
怀孕后，随着孕期内分泌的改变，她体内的肌瘤
发生了变性， 从直径 4 厘米很快长大到了 10 厘米，压
迫了胎儿，时不时就出血、腹痛，为了保胎，医院都住
了两次。 李辉害怕孩子会保不住，丈夫和母亲更担心
她的健康，生怕大人出什么事。

11 日， 李辉给出生十几天的宝宝喂
奶，女儿对妹妹关爱备至 记者胡冬冬 摄

除了子宫的问题， 李辉孕期还患上了妊娠期糖尿
病，这又为接下来的分娩带来了困难。
剖腹产时，由于子宫问题严重，发生了大出血。 术
后，子宫又完全不收缩。由于血糖高，伤口愈合极慢，第
三天又得再回手术台，重新缝合伤口，因为太疼，只能
全麻。 按肚子、取纱布，也是疼得掉眼泪。
直到记者采访时， 已经坐了十几天月子的李辉还
是觉得没缓过劲来，好在宝宝健康平安，丈夫照顾得不
错，大女儿也能帮忙换换尿布，对她都是极大的安慰。
“真没想到生二孩会遭这么大的罪，感觉像从鬼门关走
了一趟。 好在都过去了，现在看着宝宝，觉得对她的爱
更多了，因为来得太不容易”。
“她算是我经手的很严重的孕妇，印象很深。 ”市
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宋晓婕说。 35 岁后，人体器
官组织功能开始减退。 对高龄产妇来说，容易出现瘢
痕子宫、高血压、糖尿病、前置胎盘等多种问题，胎儿
流产率和畸形率也远高于正常育龄的女性， 需要慎
重选择。

全职主妇淘宝刷单被骗 5 万元

今年 25 岁的童女士是位全职妈妈，自从小孩出
生后，便辞掉工作。 2 月 13 日晚上，她收到一条短
信：“您淘宝信誉良好， 邀您加入淘宝， 待遇 50-80
元 / 时，时间不限，适合宝妈、学生、上班族。 ”
想着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网上兼职不仅
可以打发时间，还可以赚钱贴补家用，童女士决定
试试。
14 日中午， 她添加短信中的 QQ 号码为好友。
对方随即发来为网店刷销量赚取佣金的兼职流程。
童女士提交了自己的姓名、 联系方式、QQ 号码、支
付宝账号等个人消息。

首单获返利 她放松了警惕
办好了“入职”手续，对方通过 QQ 发来一个
链接。 进入网址， 是某通信公司充值卡的购买页
面，充值卡单价 108 元。“只要买下充值卡就算刷
单成功。 ”

声明 鄂 ASX358、 鄂 A23B68 营
运证遗失作废。
声明 严秀萍遗失新直街 38 号二
栋 3 单元 3 楼 1 门住房证，特此声明。
声明 武汉诚华涂装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 420103000164182,营业执照
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武汉诚华涂装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号 420103000164182 申请注销，特此公
告。
声明 张成峰遗失沿海赛洛城小
区 19 栋 1 单元 2201 室购房发票，号
00057724； 代码 242011290220； 金额
141911 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运芳遗失新阳花苑二期 7-11
号楼购房发票，发票代码:4200161350，
发票号:01370027， 金额:439232 元，声

童女士照办， 用支付宝扫描了对方发来的二维
码，支付了 108 元。 没过多久，就收到对方支付的返
还款 113 元。 看到返款到账，她心里踏实了，算算仅
这一单就能返利 5 元， 于是开始相信“待遇 50-80
元 / 时”并非虚言。
随后，对方又发来 4 个链接，均为某通信公司充
值卡的购买页面。 就这样， 童女士先后 4 次购买了
70 余份“充值卡”，垫付了 7600 余元。

迟迟不返款 先后被骗 5 万余元
后面 4 单， 童女士都没有收到返还款。 询问原
因，对方称之前是第一阶段任务，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后一起返还垫付款并支付报酬。
随后对方又发来一个链接， 同样是某通信公司
充值卡的购买页面，份数变成了 98 份。 按照对方要
求，童女士分 4 次购买，一共支付了 1 万余元。
童女士催要返还款。 对方回复，因为她操作时
间慢导致卡单，需要其重新支付激活，并发来三个
二维码，每个二维码均要求支付 1 万余元。 对方称，
只有扫描三个二维码支付才能激活，届时将一并返
还钱款。
就这样，童女士稀里糊涂汇去 5 万多元，一直没
有收到返还款。 意识到自己被骗，她拨打 110 报警。
目前，警方已立案调查。

明作废！
声明 徐洪流、董传玉、徐浚珅购
买天成美雅 9-3-2- 商 4 商铺首付款
发票遗失， 发票号码 00344970； 金额
655851 元，特此声明。
声明 王玉宝遗失同安家园
50-2-1-3 购房发票， 号码 00010163；
代码 242001090211；金额 477615 元及
合同，号:528，特此声明。

公 告
黄文、李伯涛、陈鹏、陈功、舒小庆、
蒋晓飞、余泽彪、张国胜 8 名同志分别
于 2016 年 12 月起，经公司催告后仍未
到公司报到， 请于 3 日内到公司报到，
逾期公司将按旷工处理。
武汉市保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2 月 16 日

声 明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陈家墩

4 个月后， 席和玉渐渐被对方的真
诚打动。 一年后，两人结婚了。
2016 年 7 月，席和玉发现自己
意外怀孕了，这让她惊喜万分。 然
而，40 岁的高龄产妇，还是截瘫，加
上风湿性心脏病，生产风险太大，多
家医院都不愿接收。
“丈夫对我特别好，我想给他
生个孩子，就是把自己的命赌进去，
也要把宝宝健康地生下来。”席和玉
说。然而孕中期后，她的心脏病发展
到了中重度，还出现了重度子痫、糖
尿病等，给分娩带来了巨大挑战。
经好心人帮助，席和玉与武汉
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宋晓婕取得
了联系，对方应允她前来生产。 元
宵节一过，她就来武汉住院，由于
身体负荷过大，需要提前剖腹产。
麻醉科主任医师冯春介绍，席
和玉面临很多风险：高位截瘫导致
血液粘稠度高， 心脏骤停风险极
高。 由于心脏问题，子宫收缩止血
时，极易出现心衰、肺水肿等。
幸运的是，昨日半个小时的手
术中，医生们预先设想的危险状况
都没有发生，母女平安。“很多人不
愿意收治她，但是在我看来，这是
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看着她成
功生产，我们打心眼里为她高兴。”
负责手术的宋晓婕说。

汉阳警方查获市值近千万元海洛因
本报讯 （记者 夏奕 通讯员 杨
冰） 汉阳警方通过近 8 个月侦查抓

记者刘智宇 通讯员 冯威 刘万鹏

高回报诱惑 宝妈决定网上兼职

23 年前，17 岁少女席和玉因
意外导致高位截瘫。 她并未消沉，
苦学刺绣，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3 年前，她在网上结识了现
在的丈夫，组成美满家庭。 7 个多
月前，40 岁的她发现自己意外怀
孕了，由于风险太高，多家医院都
不接收，但她仍坚持留下孩子。
昨日中午 12 时 17 分，席和玉
在武汉市妇幼保健院生下 5 斤重
的健康女儿。“我有爱我的老公，现
在还有孩子，我的天亮了。”看着得
来不易的宝宝，席和玉热泪盈眶。
席和玉是红安县七里坪人。
1994 年， 年仅 17 岁的她帮爸妈干
活时，从两米多高的楼板上摔下，从
此下肢再无知觉，活动只能靠轮椅。
辍学后，席和玉苦练技艺十几年，在
当地政府帮助下，她在七里坪开了
一家红安绣活传习所，兼售绣品。
20 多年来，她绣制的枕套、鞋
垫、虎头鞋等总计 4000 余套，其中
20 多件被有关部门收藏。 2008 年
12 月， 席和玉成为“红安绣花鞋
垫”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10 年， 她的绣花鞋垫送上海世
博会展览， 创下了一双鞋垫卖 1.2
万元的国内最高纪录。
2013 年,来自湖南的郭道付通
过网友介绍，认识了席和玉。网聊了

8 个月侦查斩断境外毒品
流入武汉的
“销售通道”

想要在家轻松赚钱补贴开支

“待遇 50 元 -80 元 / 时，时间不限，适合宝妈、
学生、上班族……”收到这样的网络兼职图文信息，
大多数人忽视，但也有人想要试试。 昨日长江日报
记者从武汉警方获悉，宝妈童女士被骗，损失 5 万
余元。

昨日，在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病房，丈夫郭道付握着席和玉的手，
不断为她产前打气
记者胡冬冬 摄（信息来源：王琛 张璟祎）

1-55 号 北 侧 无 证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102.33 平方米）， 目前系武汉市硚口区
古田路 6 号地块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范
围。系现居住人高玉华于 1991 年搭建，
因历史原因未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现居
住人高玉华向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 6
号地块旧城改建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
主张征收安置权利，如出现其他人主张
权利，后果由现居住人高玉华承担。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即日起对武汉中盛振祥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 请债权人在
45 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
告。

注销公告
即日起对武汉中盛宸光钢带制品
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请债权人在 45
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网络刷单诈骗流程
打开 QQ 发来的一个链
接，进入某通信公司充值卡的
购买页面

用支付宝扫描对方发来
的二维码进行支付

随后对方支付返还款 ， 由
此获得刷单收益

等到刷了多个金额大的
订单后，以各种理由不再返还
钱款

制图 喻峰

获携带市值近千万元毒品的毒贩，
斩断一条境外地下贩毒组织流入武
销售通道”。
汉的
“
去年 6 月，汉阳警方在前期办
理的多起毒品案件中得到线索：一
外号“江西老表”的贩毒嫌疑人一
直在武汉活动。据相关案件嫌疑人
交代，“江西老表”是云南某境外贩
毒地下组织在武汉的“销售经理”，
他多疑又狡猾，每次交易都采用各
种手段掩饰身份。
汉阳禁毒民警组建专班反复
梳理涉及“江西老表”的案件，调阅
旧案交易资料综合研判，掌握“江
西老表”常在硚口古田附近活动。
为免打草惊蛇，警方以古田片
区为重点，对周边开展线上视频布
控和线下秘查。 数月侦查下来，民
警发现
“
江西老表”仅偶尔进行小量
交易，且过程隐蔽，难以当场取证。
1 月底临近春节，“江西老表”
回到广西柳州老家，2 月 9 日才返
回武汉。 民警根据以往案件中毒
品交易的特点，判断春节前后是毒
品交易的“高峰时段”，推测“江西

今日电影
《决战食神》《极限特工： 终极回归》《欢乐好声音
》《完美有多美》《上海王》正在热映中，2 月 24 日《刺
客信条》《生化危机：终章》即将上映。 更多资讯就在天
河院线官方网站 http://www.thmovie.com ！ 看电
影更优惠，请关注天河微信售票平台，微信公众号搜
索“
天河通”即可添加关注！
天河院线 新片预告

老表”可能将在近期交易。
专班民警紧盯回汉后的“江西
老表”，发现他频繁走动，但未交易
毒品。 2 月 13 日凌晨，民警得到消
息：“江西老表”当日下午将会有大
交易。 汉阳警方迅速全时段跟踪。
13 日下午 6 时许，“江西老表”手
提一个黄色袋子，换乘 2 辆出租车
后来到某超市门前与一名陌生中
年男子会面，2 人同乘一出租车到
长丰路下车，此时黄色袋子已在陌
生男手中。 民警迅速将 2 人抓获，
缴获袋中高纯度毒品海洛因“毒
砖”2 块，随后又在“江西老表”住
处搜出“毒砖”5 块。
经审查，“江西老表” 真名黄
某，广西柳州人，曾有犯罪前科，去
年 9 月从境外来到武汉租房居住。
黄某自称从云南乘客运汽车将“毒
砖”运回武汉，正欲向犯罪嫌疑人
文某卖出 2 块“毒砖”时被擒。
昨日，办理此案的禁毒民警向
记者介绍称，缴获的 7 块“毒砖”总
重不到 3 公斤，体积与几包香烟相
当，但因纯度极高，按市价可卖出
近千万元。汉阳警方已将黄某依法
刑拘，此案仍在深挖中。

通 告
根据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行政审批局（政务
中心）的要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不动产登记窗口定
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起，搬迁至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政
务中心办公，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政务中心地址：欢乐
大道 301 号东湖庭园小区 14 栋、20 栋门面 （乘公交线
路：810、348 路至红庙立交站下）。
2017 年 2 月 17 日下午进行设备搬迁及调试等工
作，暂停对外办公半天。 因迁址造成不便，请多谅解。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86628639
86778496
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
武汉市国土规划局东湖风景区分局
2017 年 2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