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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10日讯 10
日上午，“高质量发展看山
东——— 第十四届中国网络媒体
山东行”大型采访活动在济南
启动。本届媒体行活动由中共
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
委网信办联合主办，山东省互
联网传媒集团承办。

当前，全省干部群众正按
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紧紧围绕“高质量发
展”要求 ,与时俱进理思路,抓
住重点求突破，创新方法解难
题，转变作风抓落实，以敢为人
先、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
推出并实施深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聚焦经略
海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
突出地位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选在这个时间节点，举办“高质

量发展看山东——— 第十四届中
国网络媒体山东行”活动，就是
为了及时总结和深入挖掘山东
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创
新举措及成就亮点，深刻反
映基层一线的奋斗故事和典
型经验，为加快由大到强战略
性转变，全面开创新时代现代
化强省建设新局面，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本届媒体行报道以“创

新”理念为指导，一方面深度
融合新闻报道、政策解读和
深度调查等多种报道方式，
从不同角度挖掘不同城市、
企业、厂矿、社区的发展亮
点，讲好山东推进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涌现的动人故事、
展现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
突出新形式、新技术、新设备
的运用，让网友更多地参与
进来、互动起来。

9月10日至15日，来自中央

新闻网站、全国地方重点新闻
网站、知名商业网站、知名客户
端和微博微信、省内传统媒体
等50多家媒体的编辑记者，以
及公众号、理论专家和优秀网
评员代表等70余人，将深入济
南、枣庄、临沂、日照、青岛5市
进行采访报道，从不同侧面、不
同角度展示山东扎实推动高质
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有力举措、经验亮点和显著
成效。

第第十十四四届届中中国国网网络络媒媒体体山山东东行行启启动动
挖掘我省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亮点

出生相隔16天的姐弟俩

是怎样创造奇迹的

双双胞胞胎胎闯闯关关记记
本报9日头版报道的《龙凤胎出生相隔16天》引起了广泛关注。

姐姐出生体重仅480克，延迟分娩16天后，弟弟出生，体重1270克，他
们的出生创造了生命奇迹。目前两个孩子均已健康出院，姐弟俩的
体重分别长到了六斤多、七斤多，体检各项指标一切正常。

早产、双胞胎、延迟分娩等诸多难题叠加在了一起，最终却能
平安出院，这对龙凤胎经历了什么？9日，记者采访了全程参与救治
的山东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医师范玉芹和儿科主任医师黄
磊，听他们讲述陪母亲和孩子们闯关成功的过程。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孕妇试管婴儿怀孕
紧急入院保胎治疗

虽然距离双胞胎先后出生
已经过去3个多月，但范玉芹和
黄磊回想起来，仍觉得如今的
圆满结果来之不易，“整个救治
过程可以说惊心动魄，无法用
言语来具体形容。”

5月10日凌晨3点，李美（化
名）突然感觉身体不适，随后被
火速送入山东省妇幼保健院救
治。

“孕妇是试管婴儿怀孕，当
时25+4周，双胎，胎膜早破，入
院B超检查，两个胎儿的大小
只符合24周。”范玉芹表示，孕
24周大小孩子，目前在国内的
成活率几乎没有。通常来说，在
医学上，孕28周后、37周前出生
的孩子被称为早产儿，而不满
孕28周分娩的孩子则属于流产
儿，几乎很难成活，“随着近年
来医疗技术的进步，孕25-26
周的孩子开始有了存活可能。”

入院相关化验显示，李美
存在中度贫血和低蛋白血症，
相关指标远低于正常水平。

这时，范玉芹陷入了两难
境地：一方面，胎儿孕周小，分
娩后存活率可能极低，且早产
儿并发症多见；另一方面，孕妇
营养状况比较差，身体自身免疫
抵抗力相对也弱，胎膜早破后，
母儿面临着很大的感染风险。

最终医院经过和孕妇及家
属的详细沟通，决定给予积极
的保胎治疗。

为提高早产儿成活率
选择进行延迟分娩

随后，范玉芹及其医护团
队开始对李美进行积极保胎治
疗并严密监测胎儿情况及各项
指标，包括控制感染、抑制宫
缩、促进孩子发育及营养支持
等各项措施。

“如果胎膜的破损位置较
高，随着保胎治疗，破损部位也
有慢慢闭合的可能。”范玉芹解
释道。然而事与愿违，在保胎期
间，李美一直有羊水流出，到了5
月16日下午，B超检查发现，破膜
的那个孩子已经没有羊水，胎儿
紧紧贴在子宫下段宫颈口的位
置，宫颈口已经开了4+厘米，并
且有少量流血。

这个胎儿已经不可避免地要
生了。“一个胎儿可能保不住了，
这个孕周，孩子存活率比较低，早
产儿并发症也比较多见。”听到这
种情况后，李美伤心地哭了。

“一般情况下，双胞胎中的
一个娩出后，另一个很快也会
娩出。”范玉芹说道，但是考虑
到胎儿孕周比较小，为了能够
让另一个胎儿继续在子宫内妊
娠，以延长其孕周，提高早产儿
的成活率，就要考虑进行双胎
妊娠的延迟分娩。

然而，延迟分娩意味着产
妇和留在子宫内的胎儿都要面
临严重感染、胎盘剥离、大出
血、胎死宫内等巨大的风险。

另外，延迟分娩使用抑制
宫缩的药物，它在避免因强烈
宫缩导致胎儿随之娩出的同时
也大大增加产妇产后出血风
险，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

姐姐先出生
体重仅480克

这时，李美和家属再次选
择了信任医生，“大夫，那就试
试延迟分娩吧，怎么治疗听你
们的，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都能理解，也能接受。”所
有药物都准备妥当，产科和新
生儿科医护人员就位，做好了
一切可能的准备。

5月16日晚上7点33分，孕
26+3周，李美通过自然分娩，
生下了双胞胎中的姐姐，体重
只有480克，不足一斤，甚至都
没有成年人的手掌大小。随后，
给予复苏抢救后，便转入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救治。

而在产房里，医护人员仍
在忙碌，立即给李美用上提前
备好的宫缩抑制剂，并在近宫
颈外口处高位结扎分娩胎儿脐
带。“脐带高位结扎，随着宫缩
减轻、宫颈口慢慢闭合，脐带可
缩回宫颈管内，这样防止留存
在体外的脐带引起感染。”范玉
芹解释道。

随后，医生通过B超检查，评
估了宫内胎儿的胎心情况、羊
水、脐血流以及留在宫内的胎盘
情况。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李美的宫缩从规律变得不规律，
宫缩强度也在慢慢减弱。

为了时刻监测母儿情况，

医护人员轮流守在李美身边。
幸运的是，凌晨1点多，宫缩慢
慢被抑制住，流血不多，再次B
超检查确认，两个胎盘都没有
剥离。

16天后弟弟出生
弟弟体重1270克

随后，李美再次继续保胎
治疗。当子宫内只剩下一名胎
儿，营养供应便充足了许多，胎

儿发育速度开始加快。
医护人员不敢有任何松

懈，一边检测李美的感染指标、
子宫内胎儿的发育以及宫颈口
的情况等，一边为李美提供营
养支持。让人欣慰的是，李美及
胎儿的情况也比较稳定。

直到6月1日，经过院长王谢
桐为首的产科专家们讨论，考虑
已到孕近29周，胎儿成活率已比
较高，再加上监测的感染指标不
稳定，决定停止保胎，分娩胎儿。

“停止保胎治疗的措施后，
正当我们准备和产妇及家属沟
通决定分娩方式时，检查发现
产妇宫颈口已开大6+厘米，就
直接采取了自然分娩。”范玉芹
说道。

6月1日11时03分，姐姐出
生16天后，李美再次自然分娩，
生下了一名男孩。男孩体重
1270克，新生儿评分8-9分，随
后也转入了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李美的身体状况恢复得很
好，产后3天便顺利出院。

虽然出现肺部感染
但姐姐最终闯关成功

顺利出生对于这对双胞
胎，尤其是出生体重仅480克的
姐姐而言，只是万里长征第一
步，要想健康活下去，他们面临
着诸多考验，包括呼吸关、感染
关、出血关、喂养关、营养关等
重重关口。

“姐姐出生体重只有480
克，各个重要脏器包括呼吸、消
化、心脏、肝脏等都没有发育完
善，器官功能和成熟的足月新
生儿差别很大，例如凝血功能
等还达不到理想程度，会出现
肺出血、消化道出血、呼吸暂
停、脑出血等危险，随时都会危
及生命。”黄磊表示。

据黄磊介绍，早产儿要想健
康存活需要闯过重重关口，对于
这对双胞胎姐弟来说，体重特别
小的姐姐就更危险，“首先早产
儿要闯过呼吸关，因为早产儿缺
乏肺表面活性物质，肺发育不成
熟，呼吸功能差，容易呼吸暂停
及呼吸衰竭等。”黄磊介绍，因
此，姐姐也先后经历了有创呼吸
机、无创呼吸机，直到最后能自
主呼吸的恢复过程。

为此，在整个救治过程中，
任何医疗操作都必须保证无菌，

“从病房环境到医护人员自身，
都严格遵守最高标准。”黄磊表
示。尽管已经万分谨慎，姐姐还
是不幸发生了肺部感染，再加上
肺部发育不成熟，引发了肺出
血，让医护人员倍加揪心。好在，
在黄磊及其医护团队的努力下，
最后顺利闯过了抗感染关。

在医护人员精心护理下，
姐弟俩一天天长大了，因为弟
弟出生时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姐
姐，在住院一个多月后便顺利
出院，而姐姐在医院住了3个多
月后，于9月7日也健康出院。

黄磊介绍，从目前姐弟俩
的体检情况来看，两个人的各
项身体指标已经恢复正常，姐
姐体重已经达到6斤多，弟弟体
重则超过了7斤，不过未来还要
坚持定期查体。

噪5月10日凌晨
李美（化名）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被送入山东省妇幼

保健院救治。

噪5月16日下午
B超检查发现，破膜的那个孩子已经没有羊水，胎儿

不可避免地要生了。

噪5月16日晚上7点33分
孕26+3周，生下双胞胎中的姐姐，体重只有480克。

噪6月1日11时03分
姐姐出生16天后，李美再次自然分娩，生下了一名男

孩。

噪7月
因为弟弟出生时各项指标明显优于姐姐，在住院一

个多月后便顺利出院。

噪9月7日
姐姐在医院住了3个多月后，也健康出院。

目前，姐弟俩的各项身体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不过未
来还要坚持定期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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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多月过去，出生体重只有480克的姐姐如今体重已经达

到六斤多，已于近日健康出院。 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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