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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7年8月13日
星期日

成都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今日 晴间多云23℃~33℃ 北风1~2级
明日 多云间晴25℃~33℃ 北风1~2级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 四 川 联 销“3D”第
2017217期开奖结果：

812。（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7217期排列3

直选中奖号码：796；排列5中奖号
码：79632。●“超级大乐透”电脑
体育彩票17093期开奖结果：05
06 17 21 29+02 04。

猛兽生病
半岁雄狮成都求医

血透治疗
手术台上萌态十足

住院三天
从“没精神”到“喝汤吃肉”

透析结束当晚，小狮子被重新
放回到了铁笼内。为了监测到它的
身体变化，当晚，毛毅医生留在了
医院，除了继续接诊晚间的患病宠
物外，同时每隔一会就会到笼子面
前查看一番。“第一晚基本上没有
太大的突发状况，它的身体也还是
相对虚弱，精神面貌不是很理想。”

“第二天开始就渐渐发生转
变了。”毛毅介绍，在第二天上午
的血液检测中，小狮子的身体指
标有了明显好转，原本计划的第
二次血透也临时取消了，“只要身
体有好转就多观察一下，采取一
些其他的辅助治疗。”

除了身体指标的好转，小狮子
的身体机能也逐渐得到恢复。血透
当晚，记者在医院见到小狮子时，
它还虚弱得难以动弹，不过第二日
上午，记者再次在医院见到它时，
它已经可以撑起身体，转动着头
部。另据医务人员介绍，小狮子的

食欲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
的难以进食到后来能够主动的食
入流食，再到后来可以直接食肉。

毛毅用手机记录下了小狮子
从入院时的虚弱到身体好转逐渐
进食的画面。画面中，小狮子从瘫
软的难以站立到在铁笼里来回走
动，从难以进食到大口吃肉。“期
间给他吃熟食罐头它都还不领
情，状态好了后，那种野性也有了
恢复，甚至对我这个救命恩人都
有些没感情了。”毛毅说。

8月10日，住院三天后，经过
一系列的检查，小狮子终于恢复
了精神。当晚，小狮子便出院回到
了南充的家。医务人员介绍，后续
休养一段时间，小狮子应该就能
有很大好转，但此次透析仍然只
是保住了性命，后期还是可能出
现慢性肾衰。动物园负责人称，目
前小狮子回到南充后状态良好。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医院供图）

在了解了狮子此前的症状、病
史、用药情况后，医护人员分析，狮
子很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接
着，四五个工作人员合力将其抬上
了检查台，在一系列的抽血化验、B
超检查后，医护人员判定，狮子为
先天性多囊肾，在排尿上存在困
难，肾功能出现了衰竭迹象。

经过合计，医务人员制定出
了初步的治疗计划——利用体外
血液净化仪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以人工肾代替体内肾进行工作，
把血液抽出体外，经过净化仪过
滤杂质后，再输回到体内，减轻肾
脏的负担，再根据体内各项指标
的检验结果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正式的透析治疗于8月8日中
午进行。在将狮子送进手术室前，
医护人员为其注入了镇静药物，
同时对狮子的嘴部以及四肢进行
了捆绑。“这是必要的措施，不管
是不是攻击人的动物，都要考虑

安全，一方面是保护动物自身的
治疗安全也是保护医务人员的安
全，虽然病怏怏的，但它毕竟还是
一头狮子，我们可不能赌。”主治
医生毛毅介绍。

一切准备就绪后，狮子被送
入手术室。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
大家伙斜躺在手术台上，身上被
盖上了一条粉色的毛毯，露出头
部，大挣的眼睛“无辜”地看着医
务人员，眼珠随着医务人员手的
挪动而转动着，显得萌态十足。

毛毅介绍，狮子这一类大型的
动物，宠物医院还是第一次遇到，之
前最多的就是猫狗一类的家庭宠
物，但在治疗手法上还是一样的。血
透过程中，两个血液导管接到了狮
子的身上，同时在狮子腿部也接上
了输液管，由两名医务人员守在一
旁，查看着仪器的数据变化。

记者了解到，当天的透析一
共持续了8个小时才结束。

8月7日晚10时许，一辆来自南
充的“救护车”开到了成都天府三
街的一家宠物医院楼下，车内是一
个特殊的患者——一头半岁的雄性
狮子。在现场多名医务人员的帮助
下，狮子被送进了医院的检查室。

“来的时候精神状态已经很差了，
很虚弱，完全没有了我们平时印象
中的那种猛兽的感觉。”医生毛毅
介绍。

但尽管如此，工作人员仍然不敢
大意，一路上，这头半岁雄狮一直被
装在一个铁笼内，直到进入医院，为
其做好镇静处理后，才将其从铁笼内
抬出进行检查和治疗。据毛毅介绍，
该头狮子来自南充蓬安的一家动物
园，此前曾在医院的南充分院进行治
疗，因分院治疗手段和设备有限，后
转院到成都。

“起因在一个月前，当时发现它
不吃东西，没有精神，后来就越来越
虚弱，严重时站立都成问题。”据介
绍，一开始动物园找到了兽医进行
医治但效果不太明显，后来就送到
了南充的这家合作宠物医院，不过，
也没能起到实质效果。“南充是我们
的分院，那边治疗在维持狮子的生
命体征和营养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
作 用 ，不 然 有 可 能 还 撑 不 了 这 么
久。”毛毅介绍。

几天前，位于成都天府三街的一
家宠物医院来了一位大个头的特殊患
者。虽然是宠物医院，但这个大家伙却
并不是普通宠物，而是一头来自南充
一家动物园的半岁雄性狮子。送入医
院时，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装在一个
铁笼内，小心翼翼地送入检查室。而在
具体治疗时，为了将其抬上手术台，更
是四五个人合力才将其搬动。

据检查诊断，狮子的肾脏内发现
了一个囊肿，肾功能出现衰竭。为了治
愈这头大家伙，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医
务人员为其进行一场持续8个多小时
的血液透析治疗。尽管个性凶猛，但当
其斜躺在手术台上，盖着毛毯，眯着眼
睛任人摆布时，此时的“猛兽”却可谓
萌态十足。

兽王看病
萌得要命

8月10日下午，富顺县人民法院
（简称富顺法院）通过手机定位确定被
执行人秦某的位置，然后通过电话与
秦某沟通，迫使其与申请人钟某某达
成和解，承诺本月20日前偿还欠款。

据悉，这是富顺县法院与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富顺分公司（简称富
顺电信）于8月9日联合签署《手机定位
被执行人实施办法》后的第一起手机
定位被执行人案例，用手机定位被执
行人这一办案方式也是全省首创。

接到电话“老赖”吓一跳

“喂，你是秦某吗？你已经被定位，
你目前的坐标位置是云南省昆明市
XX路XX咖啡厅，请保持原地不动，随
后将有人来和你接应。”这一场景不是
电影桥段，而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10日下午，富顺法院执行局办案
法官通过富顺电信查到被执行人秦某
的手机位置，并致电秦某，要求其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偿还欠款。

办案法官回忆，秦某接到电话后
吓了一大跳，连忙问“你是谁，你怎么
知道我在哪。”在得知是富顺法院执行
局办案法官，秦某不知如何回答，好一
会都说不出话来。

据了解，今年年初，经富顺法院主
持调解，秦某与钟某就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达成了分期还款协议，约定于
2017年7月15日前，秦某向钟某某还款
30000元人民币。7月15日后，经多番催
促，秦某仍未能按约定还款，并不知所
踪，钟某某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受理此案后，于8月8日
拨打秦某电话，秦某承诺第二天（8月9
日）还款，但此后却再也不接听电话，
不知所踪。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办案法官突
然眼前一亮，秦某的电话是电信号码。
原来，8月9日，富顺法院刚刚与富顺电
信达成了手机定位被执行人的协议。
在完善相关手续后，办案法官成功获
取了秦某的位置信息，并用另外一个
手机号码与秦某进行了通话。

秦某在得知已经被定位之后，迫于各
种压力，承诺于本月20日前给付所欠款。

4个条件 通信公司要配合

8月9日下午，富顺县法院与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富顺分公司联合签
署《手机定位被执行人实施办法》。根
据此《办法》，富顺法院在以后的执行
工作中，凡满足以下4个条件，富顺电
信将协助富顺法院对使用电信号码的
被执行人进行手机定位：

一是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在
人民法院作出拘留决定后去向不明的
被执行人；

二是拒不报告财产，在人民法院作
出拘留决定后去向不明的被执行人；

三是拒不配合人民法院查明其财
产情况和履行义务能力，人民法院作
出拘传决定后去向不明的被执行人；

四是人民法院因其他原因作出拘
留决定的被执行人。

富顺法院对富顺电信协助定位被
执行人案件进行内部审查后，由执行
局综合管理室将相关审批同意手续向
富顺电信移送，富顺电信由综合支撑
部门负责接收、审查相关文书资料是
否符合办法规定内容，并按照内部审
批程序进行审批，在1个工作日内予以
实施手机定位。
赖小虎 王晓丽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喂喂，，你是秦某吗你是秦某吗？？你已你已
经被定位经被定位，，你目前的坐标位你目前的坐标位
置是云南省昆明市置是云南省昆明市XXXX路路XXXX
咖啡厅咖啡厅，，请保持原地不动请保持原地不动，，随随
后将有人来和你接应后将有人来和你接应。”。”

全省首创
手机定位“老赖”

阳光充值 重归闷热

预计今明两天阳光继续放送，最
高气温均在33℃左右，体感热度也会
相应递增，而15日白天阳光锋芒较今
明两天有所收敛，又开始会有分散性
阵雨或雷雨来袭啦，最高气温32℃。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司机求助
她一个人 搭我顺风车突然生了

“前面堵起了！”四川省交通运输
厅高速交通执法第五支队五大队的
陈默和王敖俊杰正在雅西高速巡
逻。下午3点40分左右，陈默和队员
们巡逻至泥巴山隧道路段，隧道前
一起小小的、无人伤亡的交通事故，
却造成了随后好几公里的车辆拥
堵。于是，两名队员留在事故现场处
理事故和疏导交通，陈默和王敖俊
杰则沿着应急通道，维持整个拥堵
路段的交通秩序。

大概距离事故现场四公里左右，
陈默发现一辆深褐色7座面包车停靠
在应急车道上，便前去询问。“车上有
个女人，刚刚生了个小孩儿，警官你
快帮下忙！”司机是一名中年男人，言
语急促。他告诉陈默，这个产妇没有
家人陪同，本来是搭他的顺风车前往
成都，不料却突然临产。

执法人员拨打120
防昏迷 每3分钟查看一次

情况紧急，陈默迅速打开车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血泊，刚生完小孩
的产妇躺在后排座位上，眼睛微张、满
脸憔悴。那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儿，脐
带还和妈妈连在一起，没有哭闹。

“你能听得到我说话吗？”陈默
问产妇，她只是点了点头，嘴里轻轻
地“嗯”了一声。得知司机还没报警，
只是帮忙联系了家属，陈默和王敖
俊杰马上拨通了120电话。在等待医
生到达的时间里，陈默心里十分焦
急，他和王敖俊杰一边冷静下来驱
散围观的人群、维持现场秩序，一边
每隔两三分钟去看一看产妇的精神
状态，防止她陷入昏迷。

救护人员迅速赶到
关空调 新生儿需要温暖

8月12日晚，成都商报记者从雅
安市汉源县中医院获悉，当时在高
速路执法部门的配合下，救护车从
应急车道很快抵达了事发现场。

据出诊的牟医生介绍，当时产
妇躺在面包车的后座上，座位上有
很多血，产妇可能因失血较多，面色
苍白，而婴儿已经分娩，是一名女
婴，与产妇脐带相连，婴儿就摆在后

座放脚的位置，身上没有任何包裹。
“当时车里开着冷空调，温度较

低。”牟医生赶紧让司机把空调关了，
“新生儿需要保暖，这样冻着了很危
险。”牟医生介绍说，医护人员赶紧给
产妇止血处理并输液，同时将婴儿进
行妥善包裹。在进行了初步应急处理
后，救护车载着产妇和新生儿迅速赶
回医院。据医生介绍，目前产妇母女
平安，医院正在和其家属进行联系。

“当时妈妈和小孩都全身是血，很多
人都以为保不住。”同样被拥堵在泥
巴山隧道、目击了事件全程的潘女士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好在执法队员和
医生及时赶到，才帮助了这个妈妈和
小孩，“为他们点赞！”

大约半小时后，在执法队员们
的努力下，泥巴山隧道路段重新恢
复通畅。

昨晚，躺在汉源县中医院的病
房内，产妇阿丽介绍说，她是凉山彝
族自治州越西县人，今年34岁，本来
预产期还有10多天，当天准备前往
成都再转车去重庆找她的丈夫，没
想到半路就生产了。“真的非常感谢
高速执法人员和医生护士，让我顺
利生产。”她说。

生
命
接
力高速堵路 孕妇早产

众人合力 母女平安
昨日下午昨日下午33点点4040分左分左

右右，，雅西高速泥巴山隧道雅西高速泥巴山隧道
路段路段，，由于前方车辆车由于前方车辆车
祸祸，，孕妇阿丽孕妇阿丽（（化名化名））乘坐乘坐
的面包车被堵在高速路的面包车被堵在高速路
上上。。而就在堵车时而就在堵车时，，阿丽阿丽
突然早产突然早产。。高速路执法人高速路执法人
员和赶来现场的员和赶来现场的120120救护救护
人员人员，，共同发起了一场共同发起了一场

““高速路救援高速路救援””
经过现场医护人员经过现场医护人员

的紧急处理的紧急处理，，孕妇阿丽和孕妇阿丽和
新生儿被送往附近的汉新生儿被送往附近的汉
源县中医院源县中医院，，目前母子平目前母子平
安安。“。“没想到半路生产了没想到半路生产了，，
真的非常感谢高速执法真的非常感谢高速执法
人员和医护人员人员和医护人员。”。”昨晚昨晚，，
躺在病床上的阿丽说躺在病床上的阿丽说。。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王拓 图片由现场目击者、高
速路执法队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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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是血的新生儿最终平安

应急车道上，高速路执法队员和医生接力救援

小狮子接受治疗

半岁狮子肾衰竭 来成都宠物医院做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