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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杭春梅樊路记者马

冰璐）胎儿出生体重≥ 4000g者

称为巨大儿。近年来由于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孕期的营养

水平大大改善，出现了孕期营养

过剩的情况，再加上人们对孕期

合理营养、保健知识的认识不

足，导致近年来“ 巨大儿 ”的发

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我国

“ 巨大儿 ”的发生率大约在 7%

左右，国外发生率约为 15.1%，男

胎多于女胎。昨日，记者从合肥

市妇计中心了解到，合肥市近 5

年的“ 巨大儿 ”呈逐步上升趋

势，由 2016 年的 5.90% 上升至

2020 年的 8.26%。

一些人认为孩子的出生体

重越重越好，其实，“巨大儿”是

产科常见的胎儿并发症之一，

“巨大儿”不仅给分娩带来困

难，在分娩中常会导致肩难产、

臂丛神经损伤、围产期窒息、新

生儿死亡等新生儿不良妊娠结

局，还容易发生产后低血糖等

多种并发症。更重要的是，“巨

大儿”会明显增加成年后发生

肥胖、高血脂、高血压、哮喘等

其他慢性疾病以及癌症等远期

并发症的危险。

为此，合肥市妇计中心妇女

保健科专家提醒，一般导致巨大

儿的主要原因是孕期营养过剩和

妊娠期糖尿病。孕期应定期监测

体重增长、血糖及血脂水平，加强

孕期管理。

建议孕妇根据孕前 BMI 指

数确定孕期体重增长目标，科学

合理控制孕期体重，首先要了解

体重指数 BMI，BMI= 体重 (

kg ) 除以身高 ( m ) 的平方，根据

孕前 BMI 指数来判断孕妇的不

同体型，以确定相应的孕期体重

增长目标。

据 介 绍 ，准 妈 妈 的 孕 前

BMI 指数分为 3 类：偏瘦型

BMI＜18.5，孕期建议增重 12～

15 公 斤 ；标 准 型 BMI=18.5~

23.9 之间，孕期建议增重 10 ～

14 公斤；偏胖型 BMI≥24，孕期

建议增重 7～10 公斤。

正常孕妇怀孕前 3 个月，

体重每月增加 0.5 公斤左右。

此后，体重每月增加不宜超

过 2 公斤，且一周不宜超过

0.5 公斤；妊娠 7～8 个月时，

体重增长速度逐渐减慢，如果

整个孕期体重增加 20 公斤以

上或孕妇体重超过 80 公斤，

都是危险的信号。

春节后“节日病”患者
明显增多

星报讯（戴睿 张薇 记者 马冰璐） 春

节长假结束，近日合肥多家医院迎来了一

个患者就诊小高峰。昨日，记者从安医大

一附院、安医大二附院等医院了解到，这

一时间段，包括胰腺炎等在内的“节日病”

患者比例明显增多。

安医大二附院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

李贺、安医大一附院急诊科主任俞凤等不

少专家指出，春节前后出现患者就医高峰

事出有因，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春节期间

聚餐较多，饮食上稍不控制，就可能因暴

饮暴食导致各种“节日病”，如痛风、糖尿

病、高血压、肠胃疾病等，饮酒过度导致的

其他疾病也有明显的增多；二是春节后很

多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抱着“过个吉祥

年，春节不去医院”的想法，挨到春节后扎

堆来到医院就诊，导致节后就诊人数迅速

增多；三是许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期间

利用假期团聚，在节后抓住假期的小尾巴

陪同父母、孩子到医院看病或体检，进一

步增加了高峰期的就诊量。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当前仍然处于春

节期间，要树立正确的节日观念，遵循适

量饮食、规律作息、保持锻炼的健康生活

方式。倘若感到不适，一定要及时就诊，

以免贻误病情。对于慢性病的例行检查，

可在不急需的情况下，尽量避开节后就诊

高峰期，错峰就诊。

谎称“法拍房”
趁机来“杀熟”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谎称持有低

价售卖的法院拍卖处置房，趁机诈骗他

人70余万元。昨日，记者获悉，合肥市

蜀山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批准

逮捕犯罪嫌疑人章某。

40岁的章某毕业于北京某大学，曾

三次因盗窃、诈骗罪入狱。2018年，章某

邀请熟人吴某合伙开办轻钢生意，就将在

网上搜索的他人挂售厂房谎称为法院即

将拍卖处置房，自己可以买到，并领着吴

某到一处厂房实地查看，让吴某信以为

真，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后来，章某以厂

房装修、雇佣工人、购买设备为由，欺骗吴

某垫资。因厂房迟迟未动工，章某害怕吴

某追问而暴露，又以厂房存在法律纠纷无

法买下为由，继续向吴某隐瞒真相；同时，

以更换厂房为由，又骗取吴某资金，前后

共计骗取吴某40余万元。

不久，章某故伎重演，2020年9月，

章某得知邻居汪某需要购住房，于是将自

己在网上搜索的他人挂售房产，谎称为自

己可以搞到的法院低价售卖的法拍房。

在打听到房主的联系方式后，联系上汪某

并带其看房。紧接着，诱使汪某与其签订

虚假的《资产处置认购确认书》，骗取汪某

交纳买卖房屋定金30万元。接下来，章

某通过伪造法院裁定书、协助书等方式，

让汪某确信已低价购得该处置房。

2020年11月，汪某、吴某发现被骗

后报案，公安机关于2021年 1月 28日

将章某抓获归案。

检察官提醒：购买“法拍房”应通过正

规渠道(淘宝、京东等司法拍卖平台)，按照

操作流程注册账号，仔细阅读拍卖公告，亲

自参与看样，最后交纳保证金并参与司法

拍卖，切勿相信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谨防

上当受骗。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2月 19日

上午，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资助中心

迎来一位特殊的学生，也是2021年第一

位爱心圆满助学行动的捐方——2020

年安徽省唯一盲人高考生昂子喻将获捐

的6200元助学金悉数捐出，用于支持贫

困大学生圆梦大学。

昂子喻是2020年安徽省唯一一名

全盲考生，取得了635分的好成绩，超出

了安徽理科一本线120分，被中央民族

大学录取。其励志经历一经报道，就引

发众多网友点赞及爱心人士捐助。“这

6200元都是很多捐方在捐款时要求指

定捐给昂子喻同学的。”省希望工程办公

室宣传部副部长刘兵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昂子喻就读于中央民

族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并通过自

身努力解决了学费问题。昂子喻告诉

记者，在教学方面，学校也召开过多次

协调会，要求老师在上课写板书时要读

出来，让他能通过听来理解和学习，这

些都让他心存感激。

2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趁着寒假，

昂子喻在爸爸的陪同下来到希望工程办

公室，将6200元善款悉数捐出。“也没有

想那么多，我感觉还有更多人比我更需

要这笔钱，所以决定把这些善款拿出来，

用实际行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同学，也

算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传递爱心吧。”

安徽“盲人考生”昂子喻
捐出全部助学金

合肥近5年“巨大儿”
呈上升趋势
专家：加强孕期管理很重要

星报讯（朱伟华 姚自勤 吴家炜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春节假期，中国科大附一

院相继完成2例器官捐献，成功完成肾脏

移植手术2例，角膜移植手术4例，让6名

患者在牛年新春里迎来新生和光明。其

中滁州一女子遇车祸致脑死亡，家人主动

提出捐献可用器官，让7名患者获新生 。

女子遇车祸致脑死亡
捐献可用器官

2月11日，农历鼠年除夕，滁州的刘

大姐因为一场意外导致脑出血。经过几

天的抢救，在得知刘大姐脑死亡的情况

下，家人忍着悲痛，捐献了刘大姐的可用

器官，用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最终，刘

大姐成功捐献了心脏、肝脏、肺脏、肾脏和

角膜。刘大姐的爱人孙大哥委托中国科

大附一院OPO团队向受捐者捎句话：“一

定要替我爱人好好地活着！”

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刘

大姐的双肺捐赠给了浙江的一名患者；她的

肝脏和心脏分配至上海两家医院，挽救了一

名心脏疾病患者和一名肝衰竭患者。

经中国科大附一院肾移植科刘洪涛

主任团队的努力，她的一对肾脏被成功植

入了两名肾衰竭患者体内。目前，接受移

植的两名患者均生命体征平稳，刘大姐的

肾脏已经开始履行新的使命。她的一对

角膜也通过眼科移植团队的接力手术让

两名角膜穿孔患者重获光明。

刘大姐走完了自己 41岁的人生旅

程，但她把爱留在了人间。因为她无私的

捐献，挽救了5位患者的生命，为2位患

者送去了光明，让他们在新年里获得了新

生，可以重新拥抱这个美好的世界。

老人离世捐献眼角膜
2名患者重见光明

2月 12日，阜阳市临泉县的王大爷

因“突发胸部不适”送至当地医院，诊断为

心肌梗塞，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月12日

（大年初一）晚8时离开了人世。

他的家人主动提出捐献王大爷的角

膜，阜阳市红十字会宋萍会长立即联系了

中国科大附一院OPO，OPO办公室紧急

安排协调员及眼科专家连夜驱车前往阜

阳。经过近4个小时的车程，2月13日凌

晨2:30到达王大爷家中，在临泉县红十字

会姚震会长的见证下完成了角膜获取，手

术完毕后王大爷的角膜被紧急送往合肥。

2月13日早上6点半，王大爷的角膜

被运送至中国科大附一院眼库，经过复

温、内皮细胞检测等处理后移植给了两名

眼疾患者，因为王大爷爱的礼物，他们看

见了新年的阳光。

时逢春运期间，交通拥堵，在交警部

门及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两例捐献

者的器官均顺利运达受捐者所在医院，让

焦急等待的患者第一时间收到这珍贵的

生命礼物，迎接新的一年。

春节假期，中国科大附一院相继完成

2例器官捐献，成功完成肾脏移植手术2

例，角膜移植手术4例，让6名患者在牛

年新春里迎来新生和光明。

“一定要替我爱人好好地活着！”
爱的礼物，让他们在新年里获得新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方委托，我公司将于：2021年3月2

日、3月4日、3月9日、3月11日、3月16日、3

月18日、3月23日、3月25日、3月30日下午1

点举行同步拍卖会。

自公告之日起每周一、三、五进行在线

拍卖。

拍卖标的：旧机动车一批

预展时间：即日起接受咨询、现场看样

展示、拍卖地点：无锡市新吴区金城东路

290号F08座

参拍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

注意事项：竞买人须在拍卖前交付保证

金。个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企事业单位携带

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办理竞买手续后方

可参加竞拍。

无锡东信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510-8823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