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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首例！
“人工心脏”续命半年后
心脏移植助他重获“心”生

■ 7月6日，在完成手术后的
例行复查后，患者罗某就可以“带
着”强健有力的新心脏出院了。

■ 6月18日，严重心衰的罗
某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了心
脏移植手术。此时，距离去年12月，
罗某安置“人工心脏”已经过去半
年，依靠“人工心脏”辅助，罗某终
于等到这颗宝贵的移植心脏。

■ 据了解，这也是西南地区
首例从人工心脏过渡到心脏移植
的患者。目前，患者状态良好。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
第2022176期开奖结果：74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22076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29 09 13 10 24 08 蓝色球号码：02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福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76期开奖
结果：416，直选：19297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6：33065注，每注奖金173元。
（42539650.6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76期开奖
结果：41661，一等奖99注，每注奖金10万
元。（432481110.3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76期开奖
结果：178538+5，一等奖：0注；二等奖：12
注，每注奖金23723元；三等奖：44注，每注
奖金3000元。（277353599.34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9月5日)

体
彩

兑彩票

上周，四川绵竹市
区二环路文河社区一处
拆迁工地上，工人砍伐
林木导致林内数只刚出
生的鹭鸟因鸟巢被毁后
死亡。7月3日，当地网友
将这一视频发布到网
上，引发广泛关注。

7月5日上午，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实
地调查了解到，确实有
幼年鹭鸟死亡。事发后，
当地相关部门介入，事
发的工地已停工，最大
限度减小对鹭鸟的伤
害。对于现场遗留的未
成年鹭鸟已展开救助，
将送往德阳市野生动物
救治中心照顾。

记者探访：
伐林毁巢导致鹭鸟死亡
事发地是一个拆迁工地

7月3日，当地网友
发布了一条鹭鸟栖息环
境被破坏的视频，引发
关注。据目击者杜先生
介绍，7月3日，他在路过
绵竹市区二环路时候，
发现有工人在施工，砍
伐大量树木，不少刚刚
出生的鹭鸟赖以栖息的
鸟巢被毁，这些幼鸟也
不幸死亡。杜先生拍下
了现场照片和视频，呼
吁相关部门进行保护。

5日上午，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
绵竹市区二环路文河社
区段，远处的密林间，栖
息着不少鹭鸟，不时有
鹭鸟进出。

在文河社区卫生室
旁边，一片上千平米的

空地上，树木被砍伐后
留下不少树桩，工人们
正在清理干枯的树枝。

地面上，留有挖掘机
碾过的痕迹，一辆挖掘机
停在空地中央。空地上，
记者发现了几只死亡的
幼鸟尸体，已经散发出
臭味，有的已经风干。被
砍伐地段旁边的一处水
沟里，10多只未成年鹭
鸟在里面觅食。

“那个地方是在拆
迁，之前都进行了补偿
的。”居住在绵竹市区文
河社区的苟大爷介绍
说，从上周开始，文河社
区一处林地被砍伐，栖
息其中的幼年鹭鸟由于
翅膀没有长好而无法飞
行，坠地后一些鸟儿被
晒死、饿死。

官方回应：
施工单位考虑细节

不周 事发工地已停工

针对此事，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致电
文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兼
居委会主任李忠全进行
了解。“确实有这个事
情。”李忠全介绍，这是
一个征地拆迁项目，苗
木也属于征地拆迁附着
物，之前已经向村民做
出补偿，补偿后将会对
这些苗木进行清除。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
没有考虑到细节，有鸟儿
落下来死亡，事发后已经
停工。”就此事，相关部门
接到网友反映后，绵竹当
地环保、自然资源局等部
门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
处置，并进行回应。

针对涉及苗木清理
的项目，目前已经放缓
施工进度，等待鹭鸟繁
衍期过后再进行，最大
限度减小对鹭鸟的伤
害；在事发区域，准备将
成年鹭鸟引导到树林去
栖息；对于现场遗留的
未成年鹭鸟，当地野生
动物保护部门工作人员
此前已经展开救助，将
把幼鸟送往德阳市野生
动物救治中心照顾，最
大限度保护鹭鸟。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王明平

体重近200斤患者严重心衰
人工心脏“续命”

一年前，罗某突发咳嗽、呼吸困难，四
处求医，几经辗转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就诊，被确诊为扩张型心肌病、难治性心
力衰竭。

据了解，心脏彩超检查发现罗某心脏
收缩功能（心脏射血分数）仅为9%，而正
常人体收缩功能应大于50%，9%意味着左
心室几乎不收缩，几乎不向全身器官泵
血，患者猝死风险极高。加上因心衰导致
的肝、肾功能不全，在最大限度内科治疗
情况下，心功能依然难以改善，反复心衰
发作。

移植心脏成为患者活下去的一种可
能。罗某接受了心脏移植前评估，在医院
等待心脏移植。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潜在
捐献者本身就严重匮乏，再加上罗某体重
接近100kg，心脏移植手术要求供者体重
要与受者体重接近，这在短时间内几乎不
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罗某身体情况每况愈下，
随时都有死亡的风险，不能再等。

幸运的是，某公司研制的第三代植入
式磁液悬浮心室辅助装置（HeartCon）获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入临床试验。

经全方面评估和多学科会诊后，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安琪主任、
王亚波医生团队确定，为患者做左心室辅

助装置植入手术，安置“人工心脏”以改善
患者的器官功能，减少等待心脏移植期间
的风险，延续生命。

2021年12月2日，罗某成功安置“人工
心脏”，这也是华西医院完成的第5例“人
工心脏”手术。手术保留了患者无法收缩
的心脏，同时在这颗收缩乏力的心脏里面
安装辅助装置，通过新增的心室辅助装置
向全身器官输送血液。“人工心脏”设备只
有180g，能直接放入心包内，导线也很细
小。控制器和电池都很小，由两根背带组
成，像一个马甲一样背在患者身上，非常轻
便和小巧，对患者日常生活影响较小。术后
患者感觉良好，呼吸困难症状显著改善。

在学习了如何使用设备、如何更换敷
料、如何洗澡，并经考核合格后，患者穿戴
着“人工心脏”出院了。出院后，心脏大血
管外科安排专人随访，并启动了延续性护
理，督促患者定期服药、测量体重、汇报每
日健康状态；同时，通过新型5G远程实时
测量设备，对患者心率、血压、人工心脏工
作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对患者术后院外护
理进行全方位照看。

为移植心脏半年减重20kg
终于等来新生

然而，好不容易适应了“人工心脏”的
罗某病情再度恶化。今年4月中旬，罗某吃
完午饭后感觉头晕恶心不适，平均压处于
高值。实时监控数据的医护团队随即对患

者进行远程降压治疗，同时监控心电图，
发现患者伴有严重室性心律失常，立即安
排绿色通道入院治疗。在进行相关检查后
提示患者有潜在突发恶性心律失常的风
险，心脏移植成为他最后唯一的选择，心
脏移植等待状态也提升至医疗紧急状态。

为等到合适的供心并进行心脏移植，
半年内，在医生指导下，罗某体重从接近
100kg减至80kg。

6月18日，罗某终于等来合适的供心。
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联合心脏内科张庆
教授、陈玉成教授团队以及麻醉、体外循
环、重症医学科等进行多学科协作，成功
为罗某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

手术历时6个多小时，在克服胸腔内
严重粘连、组织结构解剖困难、术后止血
困难等多种难题后，外科团队撤离心室辅
助装置，移除了之前那颗疲乏的心脏，新
的心脏在患者体内恢复了强劲的搏动。术
后24小时内，患者拔除气管插管，成功唤
醒。术后第3天，转入移植术后专科普通病
房，平稳进入术后康复阶段。

新生的同时，罗某也是西南地区首例
从人工心脏过渡到心脏移植的患者。

目前，患者状态良好。左心室辅助装
置植入治疗，为难治性心衰，尤其是体重
过重、急性器官功能不全、继发性肺动脉
高压等无法及时完成心脏移植的患者赢
得了等待移植的宝贵时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焦点1
为何修建这座厕所？
旱厕卫生堪忧 难以如厕

红光镇副镇长梁某介绍，杨梅园
是2011年的项目，该厕所在2017年修
建。杨梅园打造后，因园内厕所为旱
厕，采摘杨梅时间在6月中下旬，气温
较高，厕所卫生堪忧，蚊虫乱飞，臭味
大，难以如厕。为了和杨梅园产业配
套，申请修建一个好一点的厕所给游
客使用。当时由村上出地，县上出资
金修建，建成之后确实改善了老百姓
到杨梅园如厕难的问题。

焦点2
一个厕所花费百余万元？
四个小项目共计花费一百多万

7月3日，记者联系上玉湖长滩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周某某。他介绍，杨
梅园厕所和辖区内另一个厕所以及
两个山门一起申报，“是一个大项目
里有4个小项目”，共计花费100余万
元，最后通过审计112万元。随后，周
某某向记者发来项目申报资料和最
终审核资料予以证实。

梁某也回应称2017年7月，两个
厕所和两个山门是一起申报立项，共
计花费112万余元（最终审计数据）。

焦点3
是否是“AAA级旅游厕所”？
参照AAA级旅游厕所标准修建的

据黑池村党总支书记王某介绍，
杨梅园厕所为“AAA级旅游厕所”。记
者从当地文旅部门获取的一份资料
显示：“AAA级旅游厕所”开放时间为
24小时免费开放，须公布清洁管理人

员的姓名、照片以及服务电话，投诉
方式等。厕所应该有管理间和暖通。
记者实地查看，杨梅园厕所未达到上
述标准。

另外，“AAA级旅游厕所”要求建
筑面积不低于80㎡，记者实地测量，
该厕所宽8.5米，长约14.5米，建筑面
积超过130㎡。

周某某表示：“厕所修建是参照
AAA级旅游厕所标准修建，但并不是
AAA级旅游厕所，也没有评AAA级”。

焦点4
厕所为何修在现在位置？
方便游客就近如厕

梁某介绍，对于厕所的建设位置，
当初也思考过。因杨梅园有多个入口，
其中最大的入口就是经过黑池村村民
集中居住点，为了方便游客，黑池村在
村民集中居住点打了招牌，招揽游客
入园。厕所现在位置的选择，是为了方
便大多数游客就近如厕。

焦点5
为什么厕所经常关门不开放？
保洁打扫卫生后拉下门并没上锁

梁某介绍，厕所修好之初，正常
对外开放，卫生也安排专人打扫。“但
水龙头被盗过3次。”梁某说，最多一
次有5个水龙头被盗，随之而来的是
地上淌水，增加了打扫卫生的难度。
为解决这些问题，黑池村村委后来想
办法在洗手台下方用隔板遮住水龙
头下方管道，并在厕所大门安装了铁
栏并上锁。采摘杨梅时，厕所对外开
放，每天打扫卫生；杨梅采摘结束后，
保洁人员都是打扫卫生后将门拉下，
但并没有上锁，还是可以正常如厕。

5日上午，成都广电
4K超高清转播车重装
入列交付仪式在成都市
广播电视台举行。据悉，
这辆17米长的“大家伙”
拥有目前西南地区乃至
国内技术最先进的转播
系统。投入使用后，将充
分满足今后成都承办各
种大型活动提供高质量
电视转播服务的需要，
特别是为明年即将在成
都举办的成都大运会保
驾护航。

据悉，在即将举行
的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
会、第五十六届世界乒
乓球团体锦标赛，以及
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2024年汤

姆 斯 杯 暨 尤 伯 杯 赛 、
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
等重大体育赛事和成都
的重大文化活动中，都
将看到成都广电4K超
高清转播车的身影。

全新升级的4K超
高清转播车交付使用，
将再次提升转播质量，
增强成都广电转播硬实
力，更好地助推成都“三
城三都”建设，为加快打
造世界文化名城，进一
步提升成都国际美誉
度、影响力，全方位展示
公园城市示范区发展新
面貌提供可感可知的能
级跃升。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实
习生 毛渝川

实地探访：
厕所蚊虫乱飞，室内充斥着臭味

近日，有网友称，自己到南江县红
光镇杨梅园玩耍时，准备去公共厕所方
便，却发现厕所关着门。周围老百姓告
诉他，该厕所花费上百万元修建，关门
原因是因为“难得打扫卫生”。

6月29日，记者前往南江县红光镇
黑池村，找到网友反映的杨梅园和“百
万元厕所”。

从外观上看，厕所为木结构，建筑
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当天厕所大门打
开，但无人值守。记者看到，厕所洗手池
前方的地上落有杨梅果，台面上残留着
昆虫尸体以及被丢弃的卫生纸等，池内
有明显的灰尘痕迹。

厕所内部格局为男女厕所各一间，
还有一间第三卫生间和一间母婴室，但
母婴室已上锁，第三卫生间内放着几张
桌子，变成了“杂物间”。记者前往男厕
所，发现小便池的部分冲洗感应装置已
无法工作，室内充斥着多日未打扫的臭
味，蚊虫乱飞。

6月30日，记者3次正常进入该厕
所。天黑时，还有几位村民上厕所，当天
共计不到10人如厕。

7月1日早上8时许，记者在厕所看
到有人在打扫卫生。随后，记者再次来

到厕所时却发现大门已关闭。

黑池村党总支书记：
是“AAA级旅游厕所”花费上百万

杨梅园内修建的“百万元厕所”，
位置距黑池村村民集中居住点仅500
米左右。一位村民向记者介绍，自己亲
耳听说修建杨梅园厕所花了上百万
元。

6月30日，记者联系上黑池村党总
支书记王某。据他介绍，2011年，自己发
起修建杨梅园，后来成为村上的集体产
业。杨梅园内的厕所是几年前修的，花
费上百万元，“是一个AAA级旅游厕所，
杨梅园有几千亩，修一个AAA级旅游厕
所怎么了？”

通过厕所“如厕须知”上的监督电
话，记者找到了厕所的管理单位——

“玉湖长滩管委会”。该管委会工作人员
介绍，厕所修建好后，管理已交给黑池
村。对此，该村党总支书记王某表示村
上安排有人打扫厕所。

随后，记者找到打扫厕所的工作人
员，她表示因家里有病人要照顾，很长
一段时间没有去打扫厕所了。另外，平
时打扫完卫生后会关上厕所门。对于目
前厕所的脏乱，她称是最近采摘杨梅弄
脏了，没有打扫导致的。记者了解到，近
期正值当地杨梅园采摘季。

助力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成都广电4K超高清转播车交付

绵竹一工地伐林毁巢
致幼年鹭鸟坠亡？
探访：确有幼鸟死亡
官方责令停工保护

杨梅园里这座“百万元公厕”
有点脏乱差 还经常关门？

相关部门：两个厕所和两个山门共花费112万余元，厕所已开门卫生已打扫

梁某介绍，杨梅园厕所修建时，
自己在黑池村任村支部书记。提到

杨梅园的厕所管理，他也感到很为
难。杨梅园本是一个开放的园区，游
客可以每天从不同地方进入，园区
厕所也不是工人24小时看守。针对
相关问题，将立即整改到位，方便老
百姓如厕。

7月5日，记者回访发现，厕所卫
生已打扫，镇村相关工作人员也到达
现场搬运第三卫生间相关物品，并处
理破损设备。目前，厕所第三卫生间
已恢复原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近日，有网友反映，四川巴中市南江县红光镇黑池村富硒杨梅产业园基地（以
下简称“杨梅园”）修建了一座“AAA级旅游厕所”，耗资上百万元却不对外开放，村
民称“因为难得打扫”……

6月2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当地进行了探访，该厕所洗手池污垢
明显，还有杨梅撒落在洗手池和地上。男厕所充斥着多日未打扫的臭味，蚊虫乱飞
……黑池村党总支书记王某表示，该厕所系“AAA级旅游厕所”，当初修建耗资上百
万元。记者从“如厕须知”上看到，厕所管理单位为玉湖长滩管委会。不过，该管委会
表示，厕所的管理已交给黑池村，也不是AAA级旅游厕所，并否认耗资百万元。

当地村民介绍，杨梅园除了每年6月下旬采摘季的时候人较多，其余时间很少
有人来。有村民认为，在杨梅园一天上厕所的人数不到10人，修建这样的厕所完全
没必要。

官方回应“南江杨梅园厕所”
有关问题

进展进展 厕所正在整改 方便老百姓如厕
卫生已打扫 第三卫生间已恢复原貌

厕所已窗明几净

7月1日，公厕大门紧闭

网友提供的白鹭死亡照片

出院前，患者为医护团队送上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