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19年2月25日 星期一 见习编辑 | 蒋玲玲

FUYANG DAILY

6

“廉洁好家庭”简介 小区保洁员捡到钱包
归还失主后婉拒酬金

本报讯（见习记者 倪慈丹）近日，金
都名苑小区物业收到了一面业主送来的
锦旗。原来是物业的保洁员王明玉捡到
了业主丢失的钱包，归还后婉拒了业主
的300元酬谢金。

一周前，王明玉在对楼道进行路面
清洁时捡到了业主丢失的钱包，里面有
现金和银行卡。在她准备将钱包交到服
务中心时，失主的妻子正好碰到了她，问

道：“有没有见到一个用塑料袋包好的手
包？”王明玉立马就将钱包还给了业主。
业主从包里拿出 300 元现金感谢她，因
业主盛情难却，王明玉暂且收下了钱。
等下班之后，她将 300 元钱又交到了小
区服务中心，让物业代交还给业主。业
主对王明玉这种拾金不昧的高尚品质表
示赞扬和感动。

据物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王明玉是
河南人，40 岁左右，现已经在金都名苑
小区工作了 10 年。她为人本顺、热情，
平时很愿意帮助业主们去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业主们也都很认可她。

王明玉▶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管玲
琳）春节假期结束了，不少上班族已经从

“春节模式”回归到“工作模式”，但“节日
病”产生的后遗症却不断显现出来。近
日，记者从区中医院了解到，从年初四开
始，该院肛肠病患者呈现爆发式增长，住
院人数比平日翻了一倍，病区可谓是一
床难求。自年初七至元宵节前后，区中
医院肛肠科已进行了约50例手术，最多
一天做了8例。

区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何群峰介绍，
春节七天长假，由于市民长时间坐着打
麻将、开车，以及暴饮暴食，烟酒、辛辣等
食物摄入过多，再加上生活不规律是造
成痔疮突发或痔疮加重的主要诱因。

春节期间太累导致多年
的老痔疮加重

50多岁的李先生是富阳本地人。春
节期间，他和家人每天都像赶集一样的
走亲访友，饭局和牌局是每天必有的安
排。每到一处，都是厨中有肉、瓶中有
酒，平日里不喜饮酒的李先生，也会尝一
尝自家酿制的高浓度土烧酒。酒足饭饱
后，他又会与亲朋好友凑一桌打打麻将，
一天基本两场麻将，直至深夜散场。

过了几天放纵任性的日子，李先生
的身体开始抗议——老痔疮发作了。不
堪痔疮折磨的他只好来到区中医院肛肠
科看病。李先生告诉何群峰，由于工作
的不规律和太多的应酬，他的痔疮好多
年前就有了。“原先上厕所时，有时肛门
会疼痛、便血，有肿物脱出的现象，但感
觉不是很严重也就没来看。”

而春节快结束时，李先生痔疮症状
明显加重，“每次上厕所都要半个多小
时，上厕所时疼痛厉害，便血也严重，感

觉上厕所就像受刑一样。”躺在病床上
的李先生总结道：“都是春节太累的缘
故，每天早起出门，夜深回家，比上班
还累。”

做完痔疮手术的李先生，在医院观
察了几天后便出院正常上班了。

18岁男孩“宅”在家里久
坐不动突发痔疮

何群峰说，现在 38 位住院患者中，
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最小的只有
18 岁。“病区里十八九岁的孩子有好几
个，这个阶段的孩子学业压力大，坐得时
间长也是出现痔疮症状的主要原因。”

18岁男孩小力的痔疮可以说就是坐
出来的。小力性格较为内向，喜欢“宅”
在家里玩电脑。过年对他来说，可以难
得放松几天，家人也颇为理解，认为释放
下压力也好，就没有进行太多干预。

小力每天睡到中午醒来，简单吃了
中饭，就开始坐在电脑前，除了上厕所与
吃饭，他几乎不离开座椅。虽然答应家
人11点前休息，但是仍有一两个晚上玩
到了凌晨两三点。到了初八的时候，小
力上厕所时感觉肛门有肿物凸出，并伴
有剧烈疼痛感。忍受不住的他，便在家
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区中医院。

何群峰解释，春节里成天盯着电视、
抱着电脑，长时间坐着不动，本身就容易
引发痔疮。另外，若是节日里又吃了大
量辛辣食物，更加刺激肛门和直肠，引起
局部充血，影响静脉血液回流，造成静脉
壁抵抗力下降，从而诱发了痔疮。

同样，久站也会引发痔疮，像交警、
保安、营业员等长期站着工作的人会是
易发人群。这是因为直肠静脉中缺少
静脉瓣，血液易于淤积，在地心引力的

作用下，肛垫处的悬韧带变得松弛，肛
垫就会充血、脱出，致使痔疮突然发
作。

春节也应保持原有的饮
食规律与作息时间

根据何群峰的多年观察，每年春节
过后肛肠科的患者就会增加，这与现在
许多市民喜欢春节外出旅行也有关系。
他说，春节外出旅游需要长时间坐车，休
息不足，容易出现过度劳累、抵抗力下降
的情况，而且吃饭也变得没有规律，甚至
会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导致胃肠功能紊
乱。万一还在不干净的小吃摊点进食了
含有病原菌的食物，引起胃肠道黏膜急
性炎症性改变，出现腹泻、便血、疼痛等
症状，诱发肛肠疾病。

那该如何过个健康的年？何群峰
说，人的消化系统也是有一定的活动规
律，所以人们在过年时应尽量保持原来
的饮食规律和作息时间，饮食要清淡，多
吃蔬菜水果、粗粮杂粮，少吃煎炒、油炸、
辛辣的食物，喝酒一定要适量，并保证有
充足的休息时间。

何群峰提醒广大市民要知晓肛肠疾
病预防的重要性。肛肠病一旦严重，对
患者的身体健康危害极大，长期不治可
能会引发贫血、肛门局部组织坏死、肛门
失禁、营养不良、大肠癌等。但在众多肛
肠疾病中，不只是痔疮可以引起大便带
血，其他如肛裂、直肠息肉、溃疡性结肠
炎甚至是直肠癌等都会出现大便带血。
因此，在出现便血、便秘、肛门不适、排便
细软不成形、排便次数增多、肛门不适、
肛门肿物脱出等情况时，一定要及时到
正规的肛肠医院治疗，切勿拖延，引发严
重后果。

不少患者春节后痔疮突发、加重

医院肛肠科“一床难求”

健康360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章
宇文）都说微信朋友圈是万能的，虽
然这话有点言过其实，但微信群的

“实力”也的确不可小觑，可能在不经
意间就能救人一命。前几日，“区二
院—社区家庭医生工作联络群”就做
了这么件事。

老人随时有生命危险，
却离开了医院

1938年出生的余奶奶（化名），今
年已经 81 岁高龄了，20 多年来都是
服药控制着自己的高血压。

2月18日上午，余奶奶打电话给
大女儿，“我头痛得厉害，已经持续10
个小时了，想去医院检查一下”。大
女儿二话不说，放下手里的事就陪着
余奶奶来了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
当时是急诊内科陈伦医师接诊，测得
血 压 174/104mmHg，血 压 值 较 高 。
随后予以头颅 CT、心电图等辅助检
查，并嘱咐老人不要离开医院。

20分钟后，陈伦拿到了余奶奶的
CT 检查结果，显示是自发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即颅内的血管非外伤性破
裂出血。这是一种急性出血性脑血
管病，血液直接流入蛛网膜下腔，出
血增多可能出现脑疝、脑梗塞等危及
生命的情况。“她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陈伦说。

可是，余奶奶却突然不见了。陈
伦和急诊科护士长方水群在急诊室找
了一圈，都没见到余奶奶与她女儿的
踪影。方水群又赶紧拨打病历本上面
的联系电话，关键时候手机竟然关机
了。余奶奶的病情一刻也耽误不得，
但怎么才能以最快速度找到她？

在微信群内紧急寻人，
历时13分钟将人找到

按照流程，方水群将此事报告给

了当天总值班张丽云主任，并打电话
给客服部，让她们一起帮忙找人。门
诊大厅前前后后又找了一遍，仍是没
有找到余奶奶。

万一余奶奶回家了呢？
这时，张丽云想到了“区二院—

社区家庭医生工作联络群”，群里有
新登龙羊片区六家社卫中心所有的
家庭医生，她立即将余奶奶的信息发
至群里，发动大家一起帮忙寻找余奶
奶家人的联系方式。张丽云还了解
到余奶奶是渌渚镇山亚村人，赶紧在
群里让渌渚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指
导员马桂月查找相关信息。

5分钟后，马桂月提供了一个号
码。张丽云拨通电话，接听的人正是
余奶奶的大女儿。张丽云将余奶奶的
情况告知她大女儿，并反复嘱咐：“来
的路上尽量稳当，如果离医院比较远
就打车过来，千万不要剧烈走动。”

通话结束后，张丽云就将最新
情况发在群里。当看到“已通知她
到急诊室”的消息时，群里的人都
松了一口气。此时距离找人的第一
条信息发出，仅 13 分钟。1 个小时
后，余奶奶顺利入了院，目前情况稳
定。

张丽云说，这个工作联络群囊括
了区二院专家团队与新登龙羊片六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
平时大家在群里讨论医疗技术、交流
工作心得，这一次用另一种形式“救”
人一命。

在此，区二院提醒，首次在医院
就诊时，一定要按要求规范、正确、
清晰地填写患者信息，尤其是联系
方式，请务必正确填写。同时，在院
就诊，或有检查报告没取期间，患者
或是家属也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
一旦患者的诊断或检查报告出现紧
急情况，可以及时联系到本人或是
家属，为患者的救治争取更多有效
时间。

13分钟！微信群找到了她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李
海宽 王华飞）近期，受连续降雨影
响，富春江水位持续上涨。2月21日
10 时 15 分，富春江大坝泄洪流量为
5200 立方米/秒，富春江水位达 8.7
米，富阳辖区五丰渡埠被大水淹没，
渡船无法正常开航，给岛上村民的出
行造成极大不便。

2月22日，富阳地方海事处渔山
海事所值班室多次接到五丰村委会
的求助电话，有村民生病需要到医院
就医。接到电话后，渔山海事所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出艇前往五丰岛
进行救助，并通知陪同家属尽快准备
好要携带的衣服等物品，在五丰渡口
等候。海巡艇快速赶至五丰渡口，确
保能够及时接到病人前往医院。

在救助的村民当中，有一位87岁
高龄的老人黄相校，他当天要到杭州
的医院做血透，但渡埠被洪水淹没，
进出岛的唯一交通渡船已无法正常
开航，其家属非常着急，无奈向村委

会求助。渔山所接到村委求助电话
后，立即出动海巡艇前往救助，当到
达五丰渡口，执法人员发现渡口已经
完全被大水淹没了，就连海巡艇也无
法靠泊。执法人员当机立断，将海巡
艇就近停靠到一处地势较高的坡岸
边，把行动不便的老人接上海巡艇，
送至附近的原渔山海事所码头，并及
时联系车辆赶到指定位置，老人及其
家人成功上岸后，大家悬着的心终于
落地了。

据了解，五丰岛位于钱塘江、富
春江、浦阳江三江汇合之处，需轮渡
上岛，岛四面环水，但是发洪水却是
每年的常态现象，岛上的村民时常
受洪水封渡的困扰。富阳地方海事
处相关负责人称，每当洪水来临之
际，渔山所全体工作人员总是挺身
而出，勇于作为，他们加班加点检查
辖区内渡口、码头、锚泊区安全情况，
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

因连续降雨，五丰岛渡口被大水淹没

渔山海事紧急出艇救助村民

生命随时有危险，81岁老人却离开了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