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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市信息

周三004 欧冠
利物浦 VS 塞维利亚

胜平负推荐：胜

周三006 欧冠
费耶诺德 VS 曼城

胜平负推荐：负

周三011 欧冠
热刺 VS 多特蒙德

胜平负推荐：负

本周，体彩顶呱刮全新百
万票种“20 倍现金”在江苏上
市，作为江苏体彩百万大奖榜
上的常客，今年顶呱刮“日进斗
金”和“丰彩”两款票种都为江
苏彩民送出了百万大奖，“20倍
现金”的首个百万大奖将花落
谁家，大家充满期待。

今年 3 月，无锡宜兴的曹
女士幸运地刮出了“日进斗金”
100 万元大奖。“日进斗金”是

顶呱刮首款珠光油墨印刷的票
种，有珠光粉、珠光绿两款，票
面具有珠宝的光泽质感，上市
后受到彩民欢迎。3 月 24 日，
曹女士来到体彩网点，原本是
打算买“卧虎藏龙”的，可惜该
票当日缺货，于是曹女士在销
售员建议下拿了一本“日进斗
金”，没想到一举刮出了 100 万
元大奖，令曹女士倍感惊喜。

8 月 15 日，顶呱刮首款物

流主题即开彩票“丰彩”在江苏
上市首日，盐城彩民小刘就一
举刮出了该票种的 100 万元大
奖。小刘是一家公司的员工，
平时喜欢买彩票，特别爱玩即
开体彩顶呱刮。“丰彩”一上市，
他就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趁着
工作闲暇买了一些来试试手
气，没想到一本还没刮完，就刮
出了 100 万元的大奖。小刘一
直都想换一套大房子改善居住

环境，这下愿望可以成真了。
本周，顶呱刮百万新票“20

倍现金”在江苏上市，该票种是
顶呱刮首款银墨工艺印制的票
种，共有 20 次中奖机会。除了
高达 100 万元的头奖，该票还
为江苏彩民带来了获得“奖上
奖”的机会：9 月 11 日至 10 月 8
日，我省凡“20 倍现金”单票中
500 元的彩民，可获赠小米手
机一部（型号红米 4A，价值 600
元）。验证兑奖截止时间为 10
月 8 日 24∶00。需要提醒各位

彩 民 的 是 ，本 次 活 动 仅 针 对
500 元奖级，中得其他奖级的

“20 倍现金”不参加活动；外省
票不参加此次活动。

目前“20倍现金”正在全省
体彩网点热销之中，感兴趣的
朋友可以到身边的体彩网点一
试身手，百万大奖将花落谁家，
答案等你揭晓。 苏缇

20倍现金上市，百万大奖等你揭晓

本报讯 近日，一产妇因顺
产疼痛难忍导致情绪失控在陕
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跳楼身亡，
令人痛惜。随着国家开放两孩
政策，越来越多的产妇选择自然
分娩。那么做妈妈一定要忍受
分娩的痛苦吗？这种痛苦能不
能减轻呢？市妇保院麻醉科主
任褚国强介绍，其实随着医学技
术发展，这种疼痛是有办法减轻
甚至避免的。

众所周知，医学界把疼痛分
为10级，顺产的痛最高可达到第
10 级，是人类可感疼痛的最高
值。然而长期以来，分娩疼痛被
认为是产妇理所应当经历的疼
痛。而这种“理所应当的疼痛”
让很多产妇在经历煎熬的同时，
还要经历不被理解、不被关怀甚
至被冠以“娇气”的误解，很容易
导致产妇产后情绪低落甚至产
后抑郁。

褚国强介绍，2016 年，国家
卫计委启动“快乐产房，舒适分
娩”项目，就是让更多的家庭了
解无痛分娩，减少自然分娩时产

妇的痛苦。市妇保院于 2002 年
起即开展无痛分娩。

无痛分娩在医学上也称为分
娩镇痛，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是一项成熟安全的分娩技术。分
娩镇痛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普
及，但是在国内起步较晚，经常有
产妇用“从地狱到天堂”来形容镇
痛分娩，可见这一技术对产妇减
轻分娩疼痛意义重大。

据介绍，市妇保院采用的，
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安全有效的
硬膜外镇痛技术。整个分娩过
程产妇一直处于清醒状态，有的
甚至能下床走动，产妇可以比较
舒适、清晰地感受新生命到来的
喜悦。目前，医院分娩镇痛率已
达到 53%。自 2014 年 12 月以
来，满足了近 6000 例产妇的镇
痛分娩要求，效果明显。

产检时，孕妈妈就可通过孕
妇学校、早孕门诊、自然分娩联
合门诊、妇女营养咨询门诊等特
色门诊，以及学习孕妇体操、瑜
伽及拉美兹减痛分娩呼吸法等
方法，得到有针对性的健康指

导，了解产程情况和孕期饮食运
动要求，掌握分娩技巧，增强顺
产信心。

同时，生育风险除了胎儿以
及孕妇身体条件之外，孕妇的心
理因素也是潜在重要的影响因
素。市妇保院开设有妇女心理
门诊，通过加强对孕产妇心理健
康状态的评估和筛查，避免孕妇
经历强达 10 级的疼痛后发生急
性应激反应，出现抑郁症状和自
杀行为。

除此之外，市妇保院还开展
气囊助产、家庭式待产、导乐陪
伴分娩、会阴无保护分娩、物理
镇痛等多样化助产技术，缓解分
娩疼痛，减少孕产妇、新生儿并
发症，降低会阴侧切率。

褚国强还解释说，有些家长
对镇痛分娩存有疑惑，担心麻醉
药会影响到胎儿。其实镇痛分
娩术中使用的麻醉药浓度仅相
当于剖宫产的 1/10～1/5，通过
胎盘的药物微乎其微，对胎儿没
有不良影响，对产程的影响也很
小。 （妇幼宣 徐丹）

市妇保院分娩镇痛率已达到53%

两年多来，近6000例产妇
减轻或避免了“难以承受之痛”

本报讯“我的女儿还不到
10 岁，乳房就增大了，是不是性
早熟？”近日，在武进中医医院乳
腺病科门诊上，提出类似疑虑的
家长不在少数。医生提醒，是不
是性早熟，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
是否有第二性征过早出现，单纯
性乳房早发育不会对儿童的生
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不需要特
殊治疗。

8 岁的雪雪，前几天洗澡时
发现自己两侧乳房有肿块，并感
觉有点痛，母亲得知赶紧带她到
武进中医医院就诊。乳腺病科
主任储军首先为雪雪进行了手
诊，发现其左乳头后方能摸到硬
结样变化，轻轻按压，孩子感觉
疼痛。随后的双侧乳腺彩超检
查结果显示，其左乳腺体增厚。

综合其他问诊情况，储军诊断雪
雪为单纯乳房早发育，无需特殊
治疗，平时只要注意饮食、生活
习惯等即可。

储军解释，儿童出现一侧
或双侧乳房增大，还可能伴有
触痛现象，这并不都是性早熟，
绝大多数只是第二性征的特殊
表现，是一种发育变异现象，也
是一种自限性病症，称为儿童
单纯乳房发育，是部分性性早
熟中最常见的一种。女孩们除
了乳房提前发育外，并没有子
宫增大、卵泡提前成熟等变化，
也没有阴毛、腋毛的出现，月经
初潮到来，骨龄提前和身高加
速增长等表现。

预防性早熟，储军建议从合
理搭配膳食、加强运动等方面着

手，保证三餐摄食均衡，饮食清
淡，少油少甜，生活中不给孩子

“儿童不宜”的视觉污染。
此外，储军提醒家长，平时

要多留心观察孩子是否有第二
性征过早出现，以及 10 岁以下
孩子身高增长突然加速等现象，
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前往正规
医院就诊，而单纯性乳房早发育
一般不需要特殊治疗。但需要
注意的是，有部分诊断为“单纯
性乳房早发育”的患儿可能有潜
在的其他病因，如果此种病因不
能及时发现和去除，乳房持续增
大，可能会演变为真性性早熟，
因此也不要忽视定期随诊，复查
孩子的骨龄，检查性激素及促性
腺激素释放激素的水平。

（曹艳 潘英 徐丹）

女孩不到10岁，乳房就增大了，是不是性早熟？

单纯性乳房早发育无需特殊治疗

本报讯 日前，中车长江车
辆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戚健东
和杨福才获得市总工会优秀师
徒表彰，而且两人均为常州市
劳动模范的获得者。

在长江公司常州分公司，
作为师傅的戚健东充分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通过传帮带活动，
精心传授技艺，促进了杨福才
的岗位成才；作为徒弟的杨福

才尊师好学，刻苦勤奋学习技
能，在师傅戚健东的引导和帮
助下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不断
提升。戚健东、杨福才师徒二
人先后获得常州市劳动模范。
以戚健东、杨福才师徒二人的
先 进 事 迹 拍 摄 的 微 电 影《传
承》，获得省总工会“中国梦 劳
动美 幸福路”微视频大赛一等
奖。 （邹志平）

中车长江常州分公司

劳模师徒二人再次获表彰

本报讯“有谁知道这个红
色东西是什么？”“那大家在这张
红色纸张上看到了什么？”⋯⋯
昨天上午，浙商银行常州分行的
工作人员走进我市钟楼区残疾
人益智园，给这里的学生上了一
节特殊的金融知识讲座。

钟楼区残疾人益智园是我
市一家公益性残疾人康复服务
机构，里面学生为 14～40 周岁
的智障者及一些有特殊困难的
残疾人。“这些学生平时也使用
人民币，但使用机会不多，对假
币的认识更是匮乏。”益智园负
责人表示，浙商银行这次用特

殊方式来普及金融知识，对益
智园的学生们来说机会很难
得。

“平时我们只要把金融知
识宣传册发给市民，解答市民
在金融知识上的疑惑，这一次
以上课的形式给益智园学生讲
解，不仅要求讲课方式轻松，还
要积极引导学员去认识和甄别
真假钱币。”浙商银行常州分行
工作人员说，该行在切实保障
残障人士平等享有银行服务权
利的同时，也在积极为这部分
人群进行线下金融知识普及。

（宋菊 夏颋 文摄）

浙商银行常州分行

走进益智园上一节特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