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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黄小霞 白恬 黄璀玥 ）

出生时仅

540 克， 重量和一瓶矿泉水差不多，仅

有成年人的巴掌那么大， 皮肤薄得像

一层纸，连血管都清晰可见。 在相关文

献中， 这类早产儿成功哺育的报道很

少， 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降

生的超早产儿、 超低出生体重儿月月

（化名）

，经过医护人员的救治，月月连

闯几道生死关， 在出生后的第 88 天，

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体重达到 2205

克，顺利出院。 据了解，月月不仅刷新

了广州成功救治早产儿最低体重纪

录， 在救治期间未出现任何严重并发

症更是堪称“生命奇迹”。

患高血压的妈妈冒险怀二胎

月月的妈妈是一位有十年病史的

高血压妈妈，5 月 19 日，月月妈妈产检

发现高血压加重，出现子痫前期，随时

有可能进展为子痫发生抽搐。 由于控

制血压不理想， 且月月妈妈合并糖尿

病、前置胎盘等问题，医院在多学科会

诊后出于对母婴安全的考虑， 决定为

月月的妈妈提前实施剖宫产。 5 月 24

日，月月提前降临人世，这个出生才 26

周的宝宝，体重仅为 540 克，属超低出

生体重早产儿。

在月月出生那天， 新生儿科启动

“护婴特别行动小组”预案，由该院新

生儿科学科带头人崔其亮教授担任组

长，为月月的救治保驾护航。 月月出生

时呼吸微弱、全身器官发育极不成熟，

等候在旁的新生儿科医护人员展开一

系列复苏抢救工作，随后，月月被迅速

转运到 NICU 病房里， 放置在特殊的

保温箱———“宝马箱”

（指一款高档婴

儿培育箱， 由于价格高达

50

万元，所

以被医护人员称为 “宝马箱 ”）

里进行

下一步的救治。

9天拔气管插管成关键

26 周的月月肺部发育极不成熟，

面对的第一大难题就是“保命”———维

持呼吸。 进入新生儿科后月月立即接

受了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 并在气管

插管下予以呼吸机治疗， 但这是一种

创伤性较大的治疗方式， 容易导致肺

部感染。“早拔管早撤机”成为行动小

组的目标， 医护人员精心做好肺部疾

病的治疗和呼吸机管路维护， 并逐步

下调呼吸机参数。 仅仅出生 9 天就拔

除了气管插管，出生 37 天就顺利脱离

氧疗，不需要呼吸机，可自主呼吸。

成功闯过呼吸关成为救治顺利的

重要基础。 针对另外一个早产儿救治

中的老大难题———新生儿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 崔其亮教授和新生儿科主任

医师吴繁为月月制定了详细的营养治

疗方案， 并为了让月月能尽快喝到母

乳，从第五天开始，月月便从 1 毫升开

始逐日增加奶量； 到出生 17 天时，月

月已经不再需要静脉输液补充营养，

实现了母乳“全口喂养”。

8 月 20 日， 月月的体重达到 2205

克，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出院。

出生时重540克的早产儿活下来了

得益于广医三院早产儿救治系统工程，女婴在出生后88天体重达2205克并顺利出院

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儿科主持、全省26间三级甲等医

院参与完成的超早产儿

（胎龄小于

28

周）

、超低出生体重儿

（出生体重

小于

1000

克）

临床多中心研究，对

2008年至2017年共10年49万多名

住院新生儿， 其中早产儿13万多

例，超早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儿共

3280例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研

究。 数据显示，接受救治的超早产

儿和超低出生体重儿在逐年增多，

由2008年不足120例增加至2017年

的600余例， 整体存活率也由2008

年的42.9%上升至2017年64.5%。

月月的救治成功与先进的治

疗技术和管理理念密不可分。崔其

亮介绍，在广医三院每年救治危重

症新生儿接近2000例，其中早产儿

占60%-70%， 为提高救治成功率，

该院构建了早产儿救治系统工程，

包括产前的管理、 出生时的复苏、

NICU的积极救治和出院后的随访

管理等多个方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焦何结 ）

“9 月

底前， 辖内的 70 个居住小区将全部完

成楼层撤桶，同时要做到垃圾分类定时

定点投放。 ”在前期大力开展垃圾分类

知识宣传的基础上，天河区天园街日前

发布《天园街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方

案》， 联合多方力量加大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推行力度。

制定工作方案 明确六方职责

8 月 30 日，天园街组织街道办事处

各科室线口负责人、 各社区负责人，辖

内物业公司及机团单位负责人 100 余

人召开垃圾分类专项工作会议，在会上

发布了《天园街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

方案》。 该方案按机团单位、所有小区、

社区居委、环卫站、执法队、街道办事处

六方来压实工作责任，明确责任方和工

作职责， 做到垃圾分类工作有计划可

循。

早在今年 7 月，广州全面启动城乡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天园街道办事处便

在辖内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同时，

各社区也十分注重发动居民志愿者的

力量来扩大垃圾分类宣传。 翠湖社区的

文体志愿者小分队通过书法、 乒乓球、

快板等形式丰富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东

晖社区将垃圾分类宣传融入中秋游园

活动，设置了真人版飞行棋、卡片涂色

等垃圾分类游戏，吸引亲子家庭边玩边

学。

据天园街城管科工作人员介绍，天

园街辖内共有 70 个居住小区

（包括无

物业的）

，9 月底前， 这些小区都将完成

楼层撤桶，并配齐四色桶，设置定时投

放点。

样板小区先行完成楼层撤桶

作为广州市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

样板居住小区，东方新世界属于高层物

业小区，整个小区有 2000 多户住户、近

万人。 早在 2013 年，东方新世界就开始

大力推广垃圾分类，撤掉了摆放在楼梯

间的垃圾桶，引导居民自行将垃圾分类

后扔到楼下定时投放点。 目前，该小区

内共设有 8 个定时定点投放点，3 个误

时投放点。

记者从小区物业管理处获悉，为提

高垃圾分类的准确率， 从今年 7 月开

始， 小区 40 多名保洁人员对收集到的

垃圾进行二次破袋分拣，再将分拣后的

垃圾运往垃圾房。

东逸花园是天园街辖内的第二批

生活垃圾分类样板居住小区。 该小区分

为四期，共有 1500 多户住户。 从今年 7

月起，物业公司开始对四期和二期的住

宅楼进行楼层撤桶。 预计到本月底，整

个小区将实现全楼层撤桶。 目前，小区

共设 6 个垃圾定时投放点，其中有 1 个

大件垃圾分类点。 据悉，为督促业主做

好垃圾投放，物业公司一旦遇到有住户

直接将垃圾扔在楼道的情况就对该楼

层进行拍照取证，定期发送到小区业主

群，让广大业主进行监督。

让垃圾分类“有利可图”

除了在宣传上发力，东方新世界还

引进了一些垃圾分类智能设备，引导居

民利用垃圾分类进行“创收”。

今年 3 月，东方新世界引入两台小

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 该设备提供

纸类、金属、塑料、纺织物等可回收物的

有偿收购服务。 金属、塑料、纺织物的回

收价格为每公斤 0.2 元， 塑料瓶每个 4

分钱，纸类每公斤 0.5 元。用户将垃圾放

置到回收机后，机器会对回收物进行称

重，再将相应的金额打入用户账号。

此外，东方新世界和东逸花园两个

小区内还有一款叫 92 回收的垃圾回收

设备。 该设备可以收集衣物、 包包、被

子、旧书、纸盒等可循环再利用的物品，

也可以收集废旧灯管等玻璃垃圾。

早产儿救治系统工程

可提高救治成功率

垃圾分类在行动

广州街道逐个看

天园街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工作，有小区引进智能回收设备，居民垃圾分类有钱拿

9月底前70个小区完成楼层撤桶

11岁小孩离家出走

天河民警安全寻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岑柏瀚 黄晓平 ）

昨日早上惊动广

州城、 全网都帮忙寻找的离家出走孩

子安全找回， 找到他的是天河区公安

分局石牌派出所副所长李耀鸿。

据李副所长介绍， 他早上回来听

说有个11岁孩子离家出走， 可能在石

牌派出所辖区内活动， 他马上组织专

门力量进行视频搜索， 经过数小时追

踪，依然没有收获。 突然，一个一闪而

过绿色小身影引起民警注意，经确认，

这就是9月8日失联的小沛

（化名）

。

原来，孩子在9日上午10时许进了

购书中心后便没有出来， 李副所长立

即开着警车带着孩子母亲到购书中心

附近寻找。 然而，找遍购书中心的每个

角落，却没发现孩子踪迹。 一个多小时

后，民警再次获悉孩子行踪，并在购书

中心旁维多利广场二楼找到小沛。 但

孩子躲在厕所里不出来。 李副所长在

厕所门口劝了孩子将近20分钟， 小沛

才开门， 这时小沛才意识到自己的错

误，与父母再次相见并承认了错误。

据悉，广州警方于8日14时许接到

孩子失联的警情后，经全力寻找，天河

警方在9日中午12时40分许，将离家出

走失联27小时的小沛安全寻回。

天 河 警

方 成功 找 到

小沛。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见习记者

胡瀛斌 摄

小 月 月

出院

1

周后

回院随访（居

中为月月妈

妈）。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