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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一女子每天喝 20 瓶水
都是“中枢性尿崩症”惹的祸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徐 赛 方 菁 华 记
者 周晓露）当一个人出现多饮、多尿、
烦渴等症状时，通常会以为是得了糖
尿病，但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一种疾
病也会出现以上状况，甚至病情会更
加严重。

敢去不熟悉的公共场所，生怕找不到
厕所而出糗。”徐女士最怕天黑，因为
到了晚上更痛苦，每晚起夜次数平均
4—5 次，导致睡眠严重不足，白天疲乏
无力。这一切让她的生活和工作都跌
入了谷底。

一天饮水量达 11 升，严
重影响她的生活

血 糖 结 果 显 示 正 常 ，排
除糖尿病的可能性

这几周，徐女士的生活可以用“苦
不堪言”来形容。她无时无刻不觉得口
渴，需要不停地喝水才能缓解症状，一
天饮水量大得惊人。
“每天要喝 20 瓶矿
泉水。”徐女士说，每瓶 550 毫升，一天
就有 11 升，可即便如此，口渴的感觉还
是没有缓解。
由于频繁喝水、排尿，徐女士连出
门都成了问题。
“ 不敢长时间坐车、不

疾病发生之初总是有些“巧合”，徐
女士也一样，开始以为天气炎热才会口
渴，并没有太在意，但被“折腾”了几周
后，她担心自己得了糖尿病，便前往区
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该院内分泌科主任孙丽琴说：
“患
者的血糖结果显示正常，我建议她住
院进一步检查，明确病因。”凭借多年
内分泌科专科经验，孙丽琴心里其实

今日
天气

晴到多云

有了答案，但站在专业角度，还是需要
进一步检查才能明确诊断。最终结果
不出她所料，徐女士被确诊为“中枢性
尿崩症”。
目前，经过药物控制，徐女士的尿
量较之前减少了许多。她说：
“ 晚上终
于不用起来那么多次了，已经好久没有
这样好好睡觉了。
”
到底什么是“中枢性尿崩症”？为
何与糖尿病的症状如此相似？孙丽琴
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枢性尿崩症
是一个陌生名词。其最主要的症状就
是大量排尿、极度口渴、大量饮水，患者
常伴随有烦躁情绪；儿童尿崩症患者常
常有不明原因的哭闹、夜间常需饮水、
睡眠质量不好、食欲下降、体重减轻等
表现，尤其是婴幼儿，如果强制禁水，可
能会出现脱水、呕吐、便秘、发热和生长
障碍等，甚至昏迷死亡，需引起家长看

护重视。
尿崩症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一种
激素——精氨酸加压素（又称抗利尿激
素），尿崩症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讲，就是
这一激素异常。精氨酸加压素是由人
体的“高级指挥官”——大脑分泌的一
种激素，它可以影响肾脏对尿液的浓缩
过程。当精氨酸加压素浓度降低时，可
使尿液变稀、尿量增加。具体来说，如
果精氨酸加压素本身的合成和释放受
到抑制（中枢性尿崩症），或者肾脏对该
激素敏感性降低（肾性尿崩症），就会出
现尿崩症。
医生建议，中枢性尿崩症患者饮食
以清淡为主，避免食用高蛋白、高脂肪、
高盐及辛辣刺激性食物，如海鲜、腌制
食品、烟熏食品、浓茶咖啡等。患者宜
食含钾、维生素丰富的食物。

晴到多云

明天

气温：26—36℃
平均相对湿度 70%

热播剧《三十而已》
茶山取景地是富阳春建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通讯员 余明艳）电视
剧《三十而已》正在热播，话题不断，深受观众喜
爱。在已播出的第 14 集、16 集和 20 集中，女主人
公顾佳打算办茶厂，多次实地考察，取景地就在
富阳春建乡下高自然村的茶山。
去年 11 月，
《三十而已》剧组到春建乡拍摄
时，
本报曾跟踪报道过。
茶山视野开阔、风景秀美。整个茶园呈梯
形，一排排茶树呈螺旋状，从山顶环绕至山下，在
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郁郁葱葱、绿意盎然。下高
自然村整个村庄非常原生态，
茶文化味很浓厚。
剧中，顾佳被当地朴实的民风打动，决定留
下来做茶厂，还带着老公去爬茶山，面对云海茶
山许下愿望。剧中茶农的扮演者都是下高自然
村的茶农，力求还原采茶的真实场景。当地一位
茶农还会展示手工炒茶技艺，与顾佳的扮演者童
谣搭戏。
后续剧情中，主演江疏影、毛晓彤都将出现
在这座茶山上。
春建乡是杭州地区最早引种“龙井 43”的地
方，除了种植绿茶，近年来，该乡立足实际，加速
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升茶品质、
打造茶品牌。从茶园建设、茶叶生产、品牌创建
到茶艺展示、茶匠培养、茶文化传播，注入茶园骑
游、春建溪休闲元素，拉长茶产业链。春建乡以
茶为媒，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特殊区位等优势，做
大、做深、做透茶文章，打造“山川秀美、幸福和
谐”
的“茶艺小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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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

气温：
26—36℃

气温：
26—36℃

吉庆农庄书屋
成为省级示范

副高控制，
高温持续

富阳天空开启
“高颜值”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自 7 月 18
日出梅以来，富阳的天气一直不算很
热。但从昨日开始，
“怂”了很久的副
热带高压（简称“副高”
）终于加强西
伸，今年第一轮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
气正式开启。同时，富阳的天空也开
启了“高颜值”状态。
昨日富阳的朝霞，上演了“火烧
云”；午后艳阳下，
“富阳蓝”在微信朋
友圈刷屏。区气象台分析，由于受副
高影响，空气中的污染物被“遣散”，
同时，从海上吹来的东风、东南风带
来了干净清爽的空气，使得天空“颜
值”骤升。
自今年入汛以来，富阳的平均气
温一直比较低迷，7 月以来的高温日
数也较常年同期偏少。但 7 月底到 8
月初，天气从“多雨模式”切换至“闷
热模式”
，高温开始频繁现身。
根据区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报
告，昨日起到 8 月 3 日，富阳有连续 5
天的高温天气，每天的最高气温在
35—37℃ 之 间 ，午 后 部 分 地 区 或 有
阵雨或雷雨。

展成今年第 3 号台风“森拉克”，目前
还不能确定。
杭州市气象台分析，8 月 3 日后
期到 5 日，受到热带低压边缘气流的
影响，杭州地区云系增多，可能有阵
雨或雷雨。气温也会受到影响，最高
气温下滑至 31—34℃。
另据气象数据统计，每年 8 月都
是台风活动最为频繁的月份，历史平
均有 5.7 个台风生成，其中生成数最
多的是 1960 和 1966 年（10 个），生成
最少的是 2014 年（1 个）。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7 月 31 日）

昨晨富阳的火烧云 天气拍客 香雪飘逸 摄
至于台风，西北太平洋上已经有
多个热带扰动系统在活动，即将到来

的 8 月初，它们中或许有一个将影响
我国华南沿海一带。至于能不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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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20 年 7 月 30 日 16 时发布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闻军清）7 月 28
日，2020 年“浙江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暨农民读书
节”在嘉兴启动。活动围绕“共建书香家园，助力
全面小康”主题，现场为首批 15 家省级示范性农
民书屋授牌，并与农民培训和农民读书节相结
合，为每家农民书屋送上《千村故事》丛书。富阳
吉庆农庄书屋入围首批省级示范性农民书屋。
吉庆农庄（杭州富阳原素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创立于 2015 年，位于富阳区常安镇沧州
村，公司占地 500 余亩，有充足的开放场地和公
共文化科技活动场地，配有书架、桌椅、多媒体等
配套设施。同时，设有 1000 余平方米的生态停
车场、1000 余平方米体验区、2500 平方米的蔬菜
园等。发展至今，基地已成为集生态农业、科普
教育、农事体验、餐饮会议、DIY 创意体验于一体
的休闲农业综合园，主推生态环保、科技农业、亲
子教育。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全区已有实体
农家书屋 284 家，实现 276 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建
设全覆盖，提升书屋服务效能，引领乡村阅读风
尚。书屋成了宣传农村政策法规、提供市场信
息、传播农业科技知识的中心和开展农村两个文
明建设的阵地。同时，结合农民培训、农民读书
节，让广大农民朋友了解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的
人文故事，感悟积极向善的人文精神，让读书成
为农民朋友的自主习惯和精神追求，树立“腹有
诗书气自华”的文化自信，营造“耕田耕书耕春
色”的田园风光，擘画“犁耙耕锄忙、笔墨纸砚香”
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关于申报 2020 年富阳区政府质量奖的通告
为大力推进质量强区建设，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
方式，鼓励、引导各行业追求卓越绩效，促进提质增效
升级，示范带动高质量发展，根据《富阳市政府质量奖
评审管理办法》
（富政办〔2013〕63 号）规定，现就 2020 年
富阳区政府质量奖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能环保产业等重点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成长性强的
中小型企业，以及在“品字标”品牌建设及“亩均论英
雄”改革中取得显著成效的企业积极申报。申报富阳
区政府质量奖遵循公开、自愿原则。申报及评审不收
取任何费用。

一、申报范围及原则
凡在富阳区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的
“一、二、三”产业符合富阳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导向的
企业（组织）。鼓励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新兴产业、战
略性未来产业、传统优势产业、现代农业和服务业、节

二、
申报时间及要求
各申报企业（组织）务必在 2020 年 8 月 20 日前，
将企
业（组织）申报企业汇总表（企业联系表）电子版报送至区
名评委办。并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
将企业（组织）申报
材料（书面材料）送至区名评委办。上报截止期后，
不再

接受任何申报、
补充或更改的材料。
三、
申报条件及材料
请登录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
www.fuyang.gov.cn/col/col1385998/index.html 主页“公
告公示”栏，详见《关于申报 2020 年富阳区政府质量奖
的通告》
（富名评委办〔2020〕1 号）内容。

杭州市富阳区名牌产品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31 日

（扫描二维码，可登录杭州市
富阳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