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第

4期

总第 6 期

台山市妇幼保健院院报
主办院 台山市妇幼保健院
主编院 黄健繁
责任编辑院 张海东
网站院 http//www.ts3861.com
办公电话院 5559328
急救电话院 5559333
地址院 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镇环北大道 74 号

澳 理 查 德 先 生 到 访
与省妇幼保健院和我院开展课题研究
房袁选择疑难病例进行会诊尧学术
交流和探讨袁 并给出医疗上的指
导意见袁 使我院不少医护人员从
客人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不少的新
知识遥 图左院 理查德先生渊左五冤和
潘继红(右三)尧林倩清渊右一冤等在
研讨会后与我院部分领导郑大
有尧 成玲尧 陈文英及护理人员合
影遥 图下院 理查德先生在为新生儿
作检查遥
渊雅 鹏 文 辕 图冤

本报讯 7 月 28 日至 29 日袁 澳大利亚利物浦公立医院护
理学及技术研习硕士袁注册护士尧助产师袁护理学士及西南区教
育指导员理查德援古菲蓝先生袁与省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潘继
红等一行袁到我院开展由省妇幼保健院组织实施的野新生儿护理
相关保健知识冶课题研究遥 我院领导及各部门的有关医生尧护理
人员参加了此课题的研讨遥
在首日的研讨会上袁理查德先生着重阐述了野新生儿体格检
查冶的问题袁并从视诊尧听诊和触诊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及模拟
练习解释遥 他认为袁对新生儿的感染袁应当引起大家的重视袁包括
家长尧医务人员袁都不能放松警惕袁要提高新生儿生存的质量袁加
强新生儿的监护袁防止新生儿感染性病症的发生遥 省妇幼保健院
新生儿区护长林倩清就野新生儿护理相关感染控制管理冶的问题
作了详细而全面的阐述袁其中以野最容易受感染的传播途径冶为
话题展开论述袁她着重从包括与医务人员的直接接触尧飞沫传播
及空气传播这三种传播途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遥
翌日袁理查德先生一行还深入到产科尧新生儿区进行护理查

不发生排斥反应袁 使妊娠得以继续遥
母体血清中袁存在一种或几种能够抑
制免疫识别和免疫反应的封闭因子袁
也称封闭抗体遥 如果女方因某些疾病
或因个体特异性体质等无法产生这
种抗体袁可出现胚胎遭受母体的免疫
打击而被排斥袁导致反复自然流产遥
本院引进的淋巴细胞免疫治疗技术袁用丈夫的淋
巴细胞作为抗原袁对妻子进行主动免疫治疗袁使胎儿
不易受母体免疫系统的排斥袁胎儿形成耐受袁因而可
在母体环境中存活下来袁 使妊娠的成功率得到提高袁
在治疗上安全有效遥 联系电话院 5559343
(检验科 周杰敏)

反复自然流产治疗新进展
本院一免疫技术为患者带来福音
本报讯 针对不明原因反复自然流产而难以怀
孕的情况袁本院最近引进一项新技术要要
要淋巴细胞免
疫治疗技术袁可为患者造福遥
现代生殖免疫学研究证明院妊娠是成功的半同种
移植过程袁孕妇由于自身免疫系统产生一系列的适应
性变化袁 从而对宫内胚胎移植物表现出免疫耐受袁而

B超诊断新生儿颅内疾病
准确率不亚于 CT袁经济上可节省三分之二

本报讯 我院于今年 5 月开展的 B 超诊断新生
儿颅内疾病技术袁对于协助临床医生诊断袁已成为应
用广泛的检查手段之一遥
随着优生围产医学的发展袁 近年来 B 型超声诊
断袁由于其操作简便尧可靠尧无创尧可在床边开展等优
点袁已广泛地应用于小儿颅内疾病的诊断袁其诊断准
确率不亚于 CT袁经济上可比 CT 省三分之二袁尤其是
重症监护病房内高危新生儿脑损伤的检测与随访遥
新生儿期是胎儿期的延续袁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可

由胎儿期起病袁 延续至新生儿期或发生于新生儿期袁
常见疾病类型未损伤性疾病袁如颅内出血袁缺氧缺血
性损伤袁感染性疾病袁代谢性疾病袁脑发育性疾病遥 超
声能协助诊断颅脑解剖结构有变化的疾病袁特别对新
生儿尤其是 34 周以下未成熟早产儿变化的疾病袁超
声检查能显示颅内出血的部位和范围袁是一种理想的
检查方法袁另外超声对新生儿脑积水是首选的确诊方
法袁 对及时治疗和预后有重要意义遥 咨询电话院
5559346
渊B 超室 赵映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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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6 日下午袁 当儿
科主任助理朱彦波将一位恢复了健
康的 BB 送回到此婴儿的奶奶的手
上时袁 家属们不禁喜极而泣袁 孩子
的 爷 爷 感 激万 分 地 握 住 了 医 生 的
手袁 反复地说院 野谢谢你们救了我
的孙子浴冶
原来袁 今年 7 月 22 日 10 时 58
分袁 家住海宴镇的某孕妇在我院剖
宫 产诞 下了一 位男 婴 袁 体 重 2900
克袁 但是在出生后不久却出现了危
重病症院 呼吸困难袁 增快达到 7080/分袁 双肺呼吸音减弱袁 诊断为呼
吸窘迫综合症袁 给予肺泡表面活性
物质治疗后未见好转袁 朱彦波主治
医师立即将此情况上报医务科袁 并
组织相关医务人员讨论具体的救治
方 案 袁 大 家 一致 认 为 患 儿 病 情 危
急袁 必须采用呼吸机为该患儿进行
辅助通气袁 这样可确保患儿得到合
理正确的施治袁 可大大提高抢救成
功率遥 据了解袁 野德国斯迪芬 F要
120S 呼吸机冶 是目前市内先进的一
台小儿呼吸机遥
然而袁 患儿家属在知道事情严
重性后心急如焚袁 焦急万分袁 考虑
到自身的经济原因袁 担心到时会人
财两空袁 曾几度想放弃对患儿的治
疗袁 在朱彦波主治医师及其他几位
医护人员的多番劝解和支持下袁 患儿家属终于采纳了医生
的意见遥 在为婴儿治疗的的 7 天过程中袁 儿科主任医师成
玲带领其他医务人员一起袁 24 小时寸步不离地细心治疗遥
7 天后袁 患儿病情较稳定袁 呼吸功能较好袁 血气分析指标
各项正常袁 撤离呼吸机后观察后持续治疗 9 天未发现异
常遥 现在袁 终于可以出院回到在家坐月子的妈妈怀中遥
下图是怀着感激心情的奶奶尧 爷爷抱着恢复了健康的
孙子袁 与朱彦波医生 渊后排右一冤 等医护人员合影留念遥
渊雅 鹏 文 辕 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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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智力与哺养关系密切
医生提示袁宝宝应作定期体检

图是本院医生在为幼儿作体检 渊鹏摄冤

本报讯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
备袁 本院综合科于 8 月 1 日正式
开科遥
综合科包括内科尧 外科尧 乳
腺科尧 五官科及妇科二区合并为
一大科室袁 位于住院部六楼 渊原
普通儿科迁往门诊楼五楼冤袁 内
设病床 36 张袁 每个房间都配备
电视尧 冷气尧 热水器遥 我院综合
科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袁 拥有副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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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科

本报讯 在为婴幼儿作体检时袁 医生们发
现常有一岁内孩子每个月体重增长不足 0.7 公
斤的情况遥 经过询问家长袁 得知这些孩子多是
过早地添加辅食袁 或是将辅食当主食袁 因此袁
造成了消化吸收能力受影响袁 蛋白质供给不
足袁 从而导致体重增长不理想袁 抵抗力下降而
容易患病袁 甚至影响了其智力的发展遥
曾有一蔡姓男婴袁 出生前有脐带绕颈尧 宫
内窘迫史袁 出生后很少哭闹袁 睡眠时间居多袁
家长也乐得清静遥 到 42 天来院体检时袁 发现
其动作尧 反应都不同平常的同龄宝宝遥 经测
试袁 判断为发育异常袁 随即建议进行营养脑治
疗袁 并指导家长进行相关方面的训练和合理喂
养遥 此宝宝一岁时再做智力测试及体格检查袁
各项指标都已达到同龄婴幼儿的平均水平遥 其
家长说院 野如果没作定期体检袁 错过治疗时
机袁 后果不知会怎样袁 真是多亏了医生们袁 多

亏了定期体检遥冶
专家指出袁 虽然并非所有的孩子在生长发
育过程中都会有问题袁 但定期带孩子来体检袁
可以连续监测其体格尧 智力发育等多方面的情
况袁 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找出影响发育的具
体因素袁 指导家长们改进喂养方式及调护习
惯袁 避免不利因素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遥 可
见袁 婴幼儿体检并非可有可无袁 而是能及早发
现问题袁 解决问题袁 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遥
相关链接 婴幼儿体检时袁 通常是采用丹
佛发育筛查测验 渊DDST冤 对婴幼儿进行智力
测试袁 可以及时发现应人能 渊与人沟通冤尧 应
物能 渊细动作冤尧 语言能尧 动作能 渊大动作冤
等四方面是否存在不足袁 然后根据这些不足袁
找出是否孩子自身的神经发育袁 还是家长喂养
方面的问题袁 指导家长对孩子进行训练治疗或
改进喂养方式袁 令孩子在能力发育落后的方面
可以跟上平均水平袁 甚至经过积极训练治疗后
能后来居上遥 而对智能发育达到平均水平袁 甚
至超过平均水平的孩子袁 则指导及早发展早教
训练袁 以期让孩子人生的基础平台能构筑得更
坚实尧 更高厚遥 咨询电话院 5559336
渊儿保科 黎浴曦冤

主任医师 1 名袁 主治医师 4 名和
医师 4 名袁 还有一支具有丰富临
床护理经验尧 年轻有为的护理队
伍遥
综合科的办科宗旨突出专科
特色袁 并努力将综合科建设成为
一流技术尧 一流服务尧 一流环境
的科室袁 使之成为我院专家展示
精湛医术的平台遥
渊信息科冤

小朋友夜间磨牙就是有肠虫吗?
常有父母带着小朋友来就诊, 说他们的小孩子夜间睡觉时经常
有磨牙的现象,不知是否肚子有虫还是其它病?
有的孩子入睡后经常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袁这样不仅影响睡眠
的质量袁更加会造成牙釉质白白耗损袁致使牙床变形袁长牙不齐遥 很
多家长以为是肚子里的蛔虫作怪袁 便擅自去药店买驱虫药给孩子
吃袁虽然吃了药袁还照样咬牙袁而且擅自吃药还出现一些副作用遥
事实上袁引起儿童夜间磨牙的原因很多袁除了肠道寄生虫病渊如
蛲虫病袁蛔虫病等冤外袁还有常见的如下一些原因院
1尧晚餐过饱袁或临睡前吃宵夜遥 因为加餐使入睡时胃肠道里还
积存着大量未消化的食物袁使整个消化系统被迫野加夜班冶遥 而作为
消化道一部分的咀嚼肌也被动员起来野协作战斗冶袁从而出现磨牙遥
2尧对缺乏维生素 D 的佝偻病孩子袁由于钙质吸收减少袁造成植物神经紊乱袁常
常会出现多汗尧夜惊尧烦燥不安和夜间磨牙遥 只要及时补充鱼肝油袁钙片并多晒太
阳袁夜间磨牙便很快好转的遥
3尧也有不少孩子和小朋友玩得很开心袁一直到临睡前遥 或看了紧张尧动人心弦
或有恐怖的动物世界影片等遥 由于迷走神经过度兴奋而致磨牙遥
4尧有的小朋友喜欢睡觉蒙被袁由于二氧化碳过多积聚亦会造成磨牙遥
总之袁只要除去上述各种病因袁夜间磨牙会逐渐好转的遥 对顽固的磨牙可在医
生的指导下袁于临睡前服小剂量的药物袁使大脑的兴奋性降低袁可抑制磨牙遥 咨询电
话院5559367
渊体检中心 郭江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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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包茎手术暑期正当时
暑假期间袁 很多家长选择这个时
期为孩子进行包茎手术遥 这样既不会
耽误孩子学习袁 又能够使孩子得到充
分的休息遥
包茎 是男童 最常 见的 疾 病 之一 袁
需要手术治疗遥 除了个别孩子同时合
并隐匿阴茎尧 重度肥胖尧 包茎反复感
染导致包皮疤痕形成等情况外袁 包茎
手术均可以在门诊进行遥 夏季做包茎
手术袁 相对有利于术后护理袁 如果家
长能了解 包茎手 术前 后的 注意事 项袁
就会更利于孩子的诊治遥
包茎 手术前 通常 需要 3 项 检查 袁
即血常规尧 凝血常规和胸片遥 包茎手

术一般是门诊手术袁 在静脉麻醉下进
行袁 5 分钟左右完成曰 待孩子基本苏醒
后袁 家长即可平抱孩子回家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 如果孩子有感冒尧
腹泻尧 严 重皮 疹等情 况袁 不能 手术遥
手术前需要禁食 6 小时尧 禁水 2耀3 小
时袁 这样有利于麻醉安全遥 术后要孩
子完全清醒后 3耀4 小时才能少量饮水袁
没有呕吐等情况才能进奶尧 吃饭袁 不
能吃果冻等胶冻状食物遥 术后较多患
儿会出现包皮稍红尧 龟头处有分泌物
等问题袁 此为包茎术后正常现象袁 无
需为此增加就诊次数遥
渊耿红全冤

A2

本院体检中心袁 位于台城环北大
道 64 号 渊原防疫站冤 保健院科教大
楼三楼袁 环境宽敞优美袁 整洁舒适遥
自今年 4 月中旬投入使用以来袁 得到
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袁 接受了一批批
单位干部职工尧 学校教师以及个人进

入本中心进
行健康体格
检查遥
运行中
的 体 检 中
心袁 设施配
套完善袁 配
备精干的体
检队伍袁 内
设内科尧 外
科尧 妇科尧
眼 耳 鼻 喉
科袁 设有 B
超室尧 心电
图室尧 红外
线乳腺扫描
检查室尧 X
光室尧 阴道镜室和遗传室袁 形成体检
一条龙服务遥 大大方便了妇女尧 婴幼
儿的体检袁 也吸引了大汉子的前来光
顾 渊如图冤遥 体检 中心联 系电话院
5559367遥
渊信息科冤

野左右逢源冶
奇 解小便
行房事 野进退两难冶
小伙天生两个野小鸡鸡冶
本报讯 听说过双头鸭尧双头鸡尧双
头龟袁 但做了半辈子男科医生的荆延有
主任袁 却从没见过一个小伙同时长着两
个野鸡鸡冶浴 日前袁已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
小伙阿强袁硬着头皮在女友的陪同下袁到
医院进行野切头整形冶手术遥 医生介绍袁这
种属于阴茎发育畸形的野双龟头冶袁十分
罕见遥 经手术治疗袁目前该男子的命根子
正在康复之中遥

天生两个野小鸡鸡冶
23 岁的阿强告诉医生袁从懂事起袁他
就发现自己比别的男孩子多了一个 野鸡
鸡头冶遥 每次小便袁分叉的小鸡鸡野双管齐
下冶尧野左右逢源冶袁曾经令他引以为豪遥
但渐渐地袁他就发现自认为的野长处冶袁成
为别的小朋友取笑的野短处冶遥
阿强说袁 自从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受
别人取笑后袁他就开始变得不爱说话袁害
怕与人交往袁总是很自卑袁时时担心别人
耻笑袁不敢跟人一起洗澡和上厕所遥 由于
这并未影响到他的健康与身体不适袁没
有太高文化的父母袁 对他的两个 野小鸡
鸡冶没有很在意袁以为不会影响其日后生
活遥 这也错失了早期最佳的治疗时机袁并
使阿强承受了 20 多年别人无法想象的

巨大心灵创伤遥

断野头冶手术除病患
一年前袁 俊朗的阿强找到了位漂亮
的女朋友遥 两人在一起相处时袁 阿强发
现袁分叉的双头小鸡鸡袁严重影响到他们
的性福生活遥 野进退两难冶的阿强袁在女友
的鼓励与陪同下袁终于鼓起勇气袁走进了
医院遥
经医生初步检查袁 阿强的阴茎发育
属严重畸形袁如外观上有双龟头尧短小尧
上弯尧龟头分裂遥 经系列检查袁医生确诊院
阿强为分裂型双阴茎遥
据阿强的主诊医生介绍袁野双阴茎冶
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男性外生殖器异常病
症袁约 550 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例袁手术治
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遥 在临床中袁双阴茎
在真尧假两种情况袁第一种是分裂阴茎袁
也就是假性双阴茎曰 第二种是真正的双
阴茎袁每个阴茎都各自有自己的阴囊尧尿
道和膀胱遥 检查结果表明袁阿强属于假性
双阴茎袁只需要进行单边龟头切除矫正尧
尿道矫形修复术袁就能使外观不再异常遥
经手术治疗袁之前困扰了小伙 20 多
年的问题袁已基本解决遥
渊张小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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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落实七项工作
院领导布置近期工作重点
本报讯 近日袁在本院召开的中层干部大会上袁院领
导总结了今年上半年工作袁 布置近期和下半年的重点工
作袁并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袁表扬了表现突出的科室
和个人袁指出存在的薄弱环节及问题遥
会议认为袁 当前袁 我们面临着新一轮的医疗卫生改
革袁 在国家应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多个重大项目中有两项
直接和妇幼保健有关袁还有七项间接与妇幼保健院有关袁
这给我们今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遥 但是一些部门科室和
个人袁还存在一些与之不适应的工作态度袁人浮于事遥 因
此袁要认清形势袁抢抓机遇袁提高对危尧重尧急症孕产妇和
婴幼儿的救治能力遥 对此袁我们在近期和下半年要抓好落
实七项工作院 设立高危孕产妇诊疗中心和高危新生儿救
治中心曰8 月成立综合科袁由乳腺与生殖健康科尧内科尧外
科尧五官科组成袁配备各学科组长曰设立反复性流产诊疗
研究室和不孕不育助孕研究室曰 设立婴幼儿游泳抚触中
心和早教中心曰体检中心定期下到基层乡镇进行妇检尧儿
检和新生儿疾病筛查指导曰妇科设立肿瘤诊疗中心曰儿科
设立儿童哮喘治疗中心遥
渊办公室冤

医 疗 队 为 500 多 妇 女 免 费 义 诊

本 报讯 为 提 高 妇女 健
康水平袁 本院妇女保健科组
织医疗队袁 于 6 月份到广海
靖安村委会及四九下坪村委
会为当地妇女免费普查普治袁
此项工作得到了当地村委会
的大力支持,受到群众的欢迎遥
此次活动共有 500 多名已
婚妇女接受了免费义诊 渊如
图袁 资料照片冤袁 在活动中医
疗队医生还为妇女进行了妇
科疾病的科普知识宣传遥 妇
女们认为开展这样的活动袁
为农村妇女带来了福音袁 并
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了清楚
的了解袁 而且增强了保健常
识和提高了健康意识袁 她们
非常感谢市妇幼保健院能开
展这项有益于妇女身心健康
的活动遥
渊信息科冤

各临床科室现场检查遥 督
查组一致认为院 我院领导
能重视妇幼卫生保健工
作袁认真落实妇幼保健的各项工作袁建立
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袁特别在野三网冶监
测尧妇幼卫生保健尧产后访视尧新生儿疾病
筛查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等方面做得出
色袁督查组希望我院通过这次妇幼卫生保
健工作的督查袁进一步提高全院各项工作
上新的台阶袁更好地为全市妇女儿童健康
服务作出贡献遥
渊信息科冤

江门组队到我院督查
本报讯 为加强我市妇幼卫生保健
网络建设袁提高服务质量袁规范服务行为袁
保障母婴安全袁更好地为全市妇女儿童健
康服务袁由江门市卫生局组织的妇幼卫生
保健督查组于 7 月 15 日上午到我院进行
检查工作遥
督查组在听取陈文英副院长的工作
汇报后袁通过查看相关资料袁并深入医院

应台山国华电力有限公司团支部邀请袁 我院团支部日前组织青年团员前往
该厂参观并举办了联谊活动遥 国华公司副总经理蔡兴榜及团干向我们详细介绍
了国华电力厂部的工作情况和发展前景遥 是日晚上袁 双方开展了文艺活动遥
渊院团支部图 辕 文冤

射
不
射
精
女
人
很
在
意

射精袁 对男人意味着瞬间迸发
的快感遥 对女人而言袁 它也有着非
同寻常的意义遥
张先生有着射精延迟的毛病袁
有时甚至不射精袁 但他没有放在心
上遥 野不 射精袁 性生 活的 时间 就
长袁 妻子应该更满意遥冶 谁知袁 在
与妻子的闲聊中袁 妻子颇有些幽怨
地说院 野我们亲热时袁 你经常不到
高潮袁 也不射精袁 是不是对我不满
意钥冶 虽然张先生费尽唇舌向妻子
解释袁 但她仍是半信半疑遥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医
师杨大中说袁 射精对女人的重要意
义来自两个方面遥 从生理方面看袁
男性 射精 时袁 阴 茎会 有节 律地 收
缩袁 能给与之密切接触的女性带来

强烈的刺激与快感遥 野但更重要的
是心理尧 情感上的影响遥冶 杨大中
强 调遥 经历 了水乳 交融 般 的 性 生
活袁 男性达到性高潮并成功射精袁
女性便能从中体会到满足与成就遥
因为男人的高潮证明了袁 女性的性
能力尧 性吸引力是 野过硬冶 的遥 这
种心灵上的刺激袁 也构成了女性性
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石遥
反之袁 如果男人的射精没有如
预想般出现袁 女性就可能像张翔的
妻子一样袁 对自己产生怀疑袁 进而
可能失去信心遥 对于性生活来说袁
这无异于一剂 野毒药冶遥 所以袁 对
男人而言袁 射精并不只是 野自己的
事情冶遥
来源院 叶生命时报曳 蔡原

晒太阳和
阳光中紫外线的照射能使皮肤生
成一种人体必需的物质要要
要维生素 D遥
因此袁 虽然过多的日晒会增加皮肤癌
的发病几率袁 但是 15 分钟或者每周短
时间的 野无防晒油冶 日晒将对身体大
有好处遥

野阳光维生素冶 有助防癌
最近就有一项新研究提出袁 体内
维生素 D 水平低的乳腺癌患者无论是
死亡率还是转移率都要比那些维生素
D 水平正常的女性要高遥 看来袁 常常
晒晒太阳袁 补充补充这 野阳光维生素冶
还能具有抗癌的效果遥 研究人员对那
些已经被诊断为乳腺癌病人的血液维
生 素 D 水 平 作 了 检测 袁 发 现 其 中 有
24%的妇女的血液维生素 D 水平要比
正常人低袁 继续跟踪她们在经过治疗
后癌症复发和转移的几率要比其他患
者高一倍袁 死亡率也要较其他女性高
73%遥 这项研究的发起者袁 多伦多西
奈 山 医 院 的帕 梅 拉窑古 德 温 大 夫 说 院
野研究发现两组患者的数字差异巨大袁
这也是第一次将维生素 D 与乳腺癌的
恶化联系在一起遥冶
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了最近
一期的 叶临床肿瘤学医学杂志曳 上袁
它还将成为今年年会上讨论的题目遥
在之前许多研究中袁 有研究人员就指
出 维 生 素 D 有可 能 可 以 对 抗前 列 腺
癌尧 乳腺癌袁 尤其是克隆氏病遥 在实
验室和动物实验中袁 维生素 D 被发现
具有类似抑制非正常细胞分裂和血管
侧支形成之类的抗癌作用遥 同时科学
家还发现袁 远离赤道的人群癌症发生
率要比居住在赤道附近的居民高袁 这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缺乏日晒和维生素
D 的结果遥
早在十多年前袁 1989 到 1995 年
期间袁 加拿大的研究人员为了证明这
野阳光维生素冶 是否真是会造成癌症的
预后不同袁 特别做临床实验院 从三所
多伦多大学附属医院中抽取 512 名已
经被诊断为早期乳腺癌的 女性血样袁
然后在通过后期的生存率差异进行分
析遥 结果发现袁 十年后其中维生素 D
充足的女性有 83%未发生广泛的转移袁
而不足和缺乏的女性的数字就分别下
降为 79%和 69%遥

乳腺癌患者请测维生素 D

但是研究者也发现袁 其中体内维
生素 D 最高的女性预后也十分不好遥
因此袁 研究人员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找
出那个能对身体最有利的 浓度范围遥
古德温医生说袁 平均每天摄入 800 个
国际单位就可以使体内维生素 D 的血
浓度很好地保持在一个中间水平袁 这
样对骨骼和健康都最有利遥 但是针对
每个个体的最适合量是很难制定一个
统一的标准的袁 因为还要考虑到每个
体内基础水平的差异尧 肤色 的不同尧
接触阳光的时间各异等等遥
在日常生活里袁 食物中富含维生
素 D 的主要是鱼类和牛奶袁 但是食物
来源的维生素 D 只有很小部分实际进
入了人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当中遥
科学家建议袁 最好每位乳腺癌患
者都对自己的血维生素 D 水平做个检
测袁 因为这个简单的检测只要 25 美
元袁 却有可能给患者的预后带来巨大
的好处遥
渊张昊冤

女性突然野发福冶当心肿瘤
女性突然 野发福冶 切莫大意袁 或
许此时妇科肿瘤正在悄悄向你走来遥
卵巢肿瘤类型很多袁 卵巢上皮性
肿瘤多见于 30 岁到 50 岁的女性袁 表
现为腹痛尧 腹胀遥 卵巢恶性肿瘤多见
于青年女性袁 其症状表现为腹胀尧 腹
痛尧 发烧等遥 患卵巢肿瘤后袁 往往开
始时无任何不适袁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
发现腰围增大袁 许多女性自认为是

野发福冶袁 其实袁 这正是卵巢癌的早期
症状遥 因此袁 要警惕这种妇科常见病袁
加强自我检查很重要遥
建议女性在清晨醒来时袁 空腹排
空大小便袁 在床上取仰卧位袁 屈髋屈
膝袁 腹部放松袁 用手指尖压下腹各部袁
尤其是两侧袁 仔细触摸有无包块遥 经
常这样自检袁 有可能早期自我发现肿
物遥
渊叶江南保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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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借款申请及批复
申 请
亲爱的老婆大人院
您好浴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袁近日袁好几项开
支都赶在一块了遥简要给您汇报一下院单位袁小
芮渊女冤结婚给了 200 元曰小李生孩子给了 100
元曰老王岳母去世给了 100 元曰老家的同学来
找我办事袁在外面吃饭花了 300 元曰祝贺朋友
老刘服装店开业给了 100 元曰交儿子野少儿英
语培训班冶学费 400 元遥有点入不敷出袁财政出
现赤字遥 所以申请暂借 300 元袁度过本月最后
几天遥 借款期限半个月袁利息为巧克力一盒遥
望批复袁急盼中浴
老公
批 复
亲爱的老公院
你好浴你的借款申请收悉袁经过调查袁情况
基本属实袁并没有在外面野寻花问柳冶的嫌疑遥
但有两点你要注意院一是小芮结婚袁别人都是
给 100 元袁而你给了 200 元浴你要随大流袁不然
人家会说你们野关系不一般冶曰二是跟同学吃饭
有点浪费袁两个人吃个快餐就行了袁还跑到什
么大酒店消费袁纯粹野打肿脸充胖子冶浴 以后注
意袁事先要跟我商量遥

给你提三点要求院
第一袁你现在说话越来越粗俗了袁以后要
注意语言修养遥 比如放屁袁你就知道野响屁不
臭袁臭屁不响冶袁就不能婉转一点钥 比如野长的冶
你就不能说野笛声真悠扬冶袁野短的冶你就不能说
这个野敲击冶节奏感很强吗钥 你要多跟你在医院
当护士长的表姐学学袁那次我得胆结石袁化验
结果出来后你猜表姐咋跟我说的钥 你表姐说院
野恭喜你袁我们在你肚子里发现了一块小钻石袁
足有 40 克拉重呢袁看来你浑身是宝啊噎噎冶你
瞧人家袁多会说话袁学着点遥
第二袁以后别老婆老婆地叫我袁你就不会
叫我一声野亲爱的冶或者野宝贝冶之类的钥
第三袁以后在大街上看到美女袁不要拖不
动腿遥 你知道咱家的车是怎么撞的吗钥 还不是
我看那位帅哥看得直了眼袁结果才导致咱的车
和电线杆野亲了嘴冶袁你要吸取教训浴
另外你申请的借款我已放在你上衣口袋
里了袁是 600 元袁六六大顺袁图个吉利袁以后花
钱悠着点遥 再往后 10 元以下的款项不用写申
请尧打报告袁你自己看着办就是了袁别再拿这些
小事来烦我了噎噎
老婆
渊重庆时报冤

野妻管严冶城市排行
NO1.上海
上海男人给我们的印象是阴柔的袁他们宠老婆怕老婆袁历史
悠久袁名声远扬袁他们似乎并不想洗心革面袁或许这最温情的野妻
管严冶令他们真的很享受袁因此袁上海女人成了中国最令人羡慕的
女人遥
NO2.成都
成都有种著名的交通工具袁就是在自行车的右侧加上一个轮
椅袁 据说这是成都男人为了让老婆坐得更舒服而诞生的原创袁俗
称野偏三轮冶袁昵称野粑耳朵冶遥 后来就把野粑耳朵冶献给了那些野妻管
严冶男人院男人的耳朵是粑的袁对老婆言听计从遥 一旦不听话袁耳朵
就会被拧粑遥
如今袁成都男人肩挑赚钱养家的重担袁还兼任大厨尧清洁工尧
司机尧慈父尧野情夫冶角色噎噎
NO3.武汉
武汉女人出名的厉害袁最是干脆利落遥 武汉老公也非等闲之
辈袁但无论短期气势还是长期持久上都拼不过武汉女人袁惟采取
折衷的方式遥 武汉的老婆太出色太优秀了袁如此能干的野内当家冶袁
老公惟俯首称臣遥
NO4.潮州
表面看袁他们从来以大男人自居袁潮州女子生来贤惠袁她们宠
坏了他们袁让他们习惯了张口伸手的幸福生活遥
潮州女子暗地里操控着男人包括饮食起居在内的一切袁男人
依赖她袁以至于到了寸步难离的地步遥 潮州男人最爱说院我负责赚
钱袁你就负责花钱浴 他赚来的钱袁统统都交给贤妻紧紧地严管着遥

治心病之良方
从前袁江南徽州地区有一人患心病长久不愈袁常常嗟叹命薄
福浅遥 每每顾影自怜而茶饭不味袁导致形销骨立而日甚一日遥
有一天袁病人特地请了一位老中医入室给自己诊治袁老先生仔细周到
检查之后袁捋须思忖良久后处其一方院沃土上的杂草四根袁当柴之煨烧袁巉
岩上的松籽四钱袁当药之煎服袁每日一剂袁需连用袁至痊愈止遥
病人如法炮制袁连用数月袁却无效袁于是又去找大夫遥 老中医笑而问道院
野药理全对袁怎能无效钥 君难道不知袁杂草生于沃野袁之所以只能长成细弱之
身袁只因杂草多愁善感袁一会儿愁天旱袁一会儿怕地涝袁夏怕热袁冬畏寒袁既
哀白日短袁又怨黑夜长袁它怎能长大钥 松树却不然袁松树长于巉岩袁却能长成
参天乔木袁只因其生于贫瘠之地而不叫命苦袁身处逆境之中而不叹福浅袁顶
冰雪而不怕严寒袁遭风雨而不怕吹打袁为因春去而悲袁不因冬来而愁袁它只
管拼命地扎根袁冲天猛长遥 冶老中医说到这里袁语重心长道院野你只有目睹烧
掉四根杂草袁可除去你的草性曰再吃下四钱松籽袁可当具你的松质遥 冶
老中医继而问病人院野你把药究竟服到那去了钥 冶病人回答院野当然是肚
子里遥 冶
老中医喟然叹息院野难怪不管用浴 我可是要你把这剂药吃到心里啊浴 冶
病人这才醒醐灌顶袁恍然大悟遥 日后遵嘱而行袁每日服用后三思袁其病
渐愈遥
渊文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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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袁亲爱的老婆大人浴 三八妇女节到了袁这是你的节
日遥你一直忙于工作袁忙于这个因为有你而幸福温馨的家袁
你真的辛苦了浴
Hi袁亲爱的老婆大人浴 在你的节日里袁送你 9999 朵玫
瑰袁我都觉得不为过遥 只是袁你把着咱家钱柜的钥匙袁还谆
谆教育我袁金融危机之下袁要勤俭节约袁细水长流遥那么袁就
让我送你 1000 个祝福袁为你唱一曲夸妻歌吧遥
你可是我的大福星啊遥 自从把你娶回家袁在你多年的
领导和栽培下袁我从一个农村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位城市的
金领遥有了票子尧房子尧车子袁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遥都说
好女人是所学校袁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
的女人遥 我举双手再加脚赞成这个说法遥
Hi袁亲爱的老婆大人浴今天就请让我看管一天钱好吗钥
我想让你挽着我的臂弯袁去你最喜欢的饭店吃饭遥
还记得去年的夏天袁我俩去过的那家西餐厅吗钥 里面
布置得浪漫温馨袁有你喜欢的布艺台灯尧雅致的碎花窗帘尧
雕花的高背木椅遥 壁炉的台子上袁摆着充满小资情调的时
尚杂志袁藤蔓植物优雅地垂下来遥尽管你口口声声说袁金融
危机时期袁浪漫是奢侈袁一份煎牛排要 68 元袁可以买两周
的青菜了遥 但我还是忍不住想破费一下袁在属于你的节日
里袁满足你埋在心底的浪漫情结遥当然喽袁也满足一下我做
男人的虚荣心院看看袁咱不差钱袁三八妇女节袁我带老婆去
HAPPY浴
Hi袁亲爱的老婆大人浴今天是你的节日袁我一定会表现
得很乖袁上网不超过 12 时袁睡觉不臭着脚钻被窝袁抽烟不
把烟灰弹得满地都是袁喝汤不吧唧着嘴巴遥 我还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院老
婆永远都是对的曰如果老婆野错冶了袁就参考第一条遥 想当初袁听了你的话袁
炒股票不贪袁及时抽身袁没有赔钱袁还小赚一笔曰想当初袁听了你的话袁坚
持健身烤载袁即使冬天下着大雪袁也被你撵出去运动袁才得以有今天不怕
寒冬的好身体噎噎
铁的事实证明袁老
婆大人你的话真的
永远都是对的啊浴
Hi袁 亲 爱的 老
婆大人浴 对你感激
的话袁说也说不完遥
如果你确实不想出
去吃饭袁 买花又嫌
贵袁 那就让老公我
今天拿出实际行动
吧遥 家务活我全包
啦袁 还要为你做顿
山寨西餐袁 用咱儿
子幼儿园做手工剩
余的红纸袁 再为你
做朵山寨玫瑰花遥
我想袁 你一定会更
开心的袁是吗钥
邱真全 摄
渊岳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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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为视金钱如粪土袁 所以鲜花总是插在牛粪上遥
2. 攻占脑细胞远比攻占卵细胞困难得多遥
3. 洗手间里装镜子的目的院 让人们撒泡尿照照镜子遥
4. 女人没有消息袁 对男人或许是好消息曰 男人没有消息袁 对女人绝对是坏消息遥
5. 夫要要
要在妻子眼里比 野天冶 还高出一截遥
6. 丙要要
要介入甲尧 乙 野两冶 人感情袁 并且导致其中一 野人冶 不得不离开的第三者遥
7. 在伤口上落泪和在伤口上撒盐袁 效果是一样的遥
8. 人生如戏袁 只是拍戏可以 NG袁 人生不能遥
9. 初级艺术家的灵感源于痛苦袁 高级艺术家的灵感源于幸福遥
10. 男女关系处理得好会传为佳话袁 处理不好会传出闲话遥

美 国 家 庭 教 育 12 法 则

美国一家媒体总结了美国家庭中父母教
育子女健康成长的 12 条基本法则遥
归属法则院 保证孩子在健康的家庭环境
中成长曰
希望法则院 永远让孩子看到希望曰
力量法则院 永远不要与孩子斗强曰
管理法则院 在孩子成年以前袁 管束是父
母的责任曰
声音法则院 尽管孩子在家里没有决定
权袁 但是一定要倾听他们的声音曰
榜样法则院 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是巨
大的曰
求同存异法则院 尊重孩子对世界的看
法袁 并尽量理解他们曰
惩罚法则院 这一法则容易使孩子产生逆

反和报复心理袁 慎用浴
后果法则院 让孩子了解其行为在现实社
会中可能产生的后果遥
结构法则院 教孩子从小了解道德和法律
的界线曰
野20 码冶 法则院 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袁
父母与其至少保持 20 码的距离曰
野四何冶 法则院 任何情况下都要了解孩
子跟何人一起尧 在何地方尧 在干何事袁 以及
何时回家遥
从这 12 条基本法则中袁 我们可以看到袁
美国人的家教几乎与读书尧 学习尧 成绩尧 升
学无关袁 而是注重 野做人冶袁 注重品德尧 修
养的培养遥
渊小平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