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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神奇啦，感觉他在我怀里情况一天比一天好”

区妇保院推出早产儿袋鼠式护理 为早到天使加油
早产宝宝听着父母的心跳 缺氧症状减轻 奶也吃得多了
远离父母的怀抱，独自睡在暖箱中，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内一待就是几个月，家长与宝宝只能隔窗相望
……原先提起早产儿，很多人的印象可能是这样的。而现在，余杭区妇幼保健院改革传统模式，让早产儿的父
母不仅能进入重症监护室，还能把孩子抱在怀里，进行袋鼠式护理。
■通讯员 戚小芬 储梨 记者 沈雯
贝贝在区妇幼保健院已经住院近 2 个
月，他是一个 30 周的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仅
1.55 千克，各系统发育还不成熟，经过精心治
疗和护理，病情稳定了下来，但一直脱离不了
吸氧。科主任和护士长商量后，决定给贝贝
进行袋鼠式护理。
当天，贝贝妈妈来到医院，经过洗手消
毒、穿隔离衣等环节后进入重症监护室，护士
让贝贝趴在妈妈的胸口，与妈妈的肌肤亲密
接触，聆听妈妈的呼吸和心跳声。期间，妈妈
还和贝贝说说话、唱唱歌，给予轻柔抚触。护
士惊奇地发现，贝贝在妈妈的怀里，居然能脱
离他赖以生存的吸氧设施，然而，离开妈妈的
怀抱，贝贝又出现缺氧状况。

经过连续一周的袋鼠式护理后，贝贝渐
渐脱离了吸氧，生命体征越来越平稳。更加
令人惊喜的是，此前，贝贝奶瓶喂养经常会喝
不完，需要护士鼻饲帮助完成，袋鼠式护理后
小家伙能全喝光了，体重也长到了 2.94 千
克。亲身经历袋鼠式护理的贝贝妈妈说：
“太
神奇了，感觉他在我的怀里情况一天比一天
好。”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护士长陈丽萍介绍，
袋鼠式护理是模仿袋鼠妈妈，
将宝宝放在自己
的育儿袋内，
让宝宝直立式地贴在妈妈或者爸
爸的胸口，借由皮肤与皮肤的接触，让宝宝感
受父母的心跳及呼吸声，
提供新生儿尤其是早
产儿所需的温暖和安全感，
爸爸妈妈还可以给

怀里的宝宝进行母乳喂养或奶瓶喂养。
“其实，袋鼠式护理在国外已开展多年，
近年来才传入国内。”陈丽萍说，袋鼠式护理
为母亲提供了照顾宝宝的机会，建立信心，尤
其是早产儿母亲，母婴皮肤接触能让母亲增
加泌乳量，促进母乳喂养，还能减少母婴分离
导致的母亲烦躁和焦虑情绪，有利于产后康
复，并促进母婴间的感情交流。对于宝宝，通
过与妈妈的肌肤抚触和轻声呼唤，能够满足
宝宝的情感寄托，刺激宝宝脑部功能发育，促
进生长发育，改善缺氧状况，帮助早产儿尽早
建立全经口喂养，有效缩短早产儿的住院时
间，
对孩子将来的成长也有很大益处。

男子惦记别人家门口的鞋柜“双 11”前偷鞋
“扫货”
■通讯员 陈利 记者 黄晟扬

时顿时傻眼了，往日鞋柜里静静躺着的 16 双
鞋子全都不翼而飞。王先生立即向闲林派
本报讯 现在许多小区的业主为了屋内 出所报案。接到报警后，闲林派出所民警靳
干净整洁，喜欢将鞋柜放在门外，平时出门 增海迅速带队赶到现场。
时在门外换鞋，倒也十分方便，殊不知这样
据王先生说，前一日下午回家时鞋子都
也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这不，
“ 双 11” 还在，自家楼层这么高，想不到这样都被人
前，一名男子不去网上和商场购物扫货，却 “惦记”上了。靳增海初步确定，鞋子被盗时
跑到人家家门口偷鞋“扫货”。近日，余杭公 间为 11 月 4 日晚上至 11 月 5 日早上。随后，
安闲林派出所抓获一名深夜在小区楼道内 民警调取小区监控，发现 11 月 4 日晚 11 点左
偷盗鞋子的男子，
所盗鞋子价值约 1.5 万元。 右，有一名头戴黑帽子、身穿迷彩马甲的男
11 月 5 日，闲林街道某小区的业主王先 子两次出现在 12 楼，第二次出现时手中还提
生和以往一样正打算出门办事。因为王先 着一个编织袋，装得鼓鼓的。根据这一线
生家住在 12 层，平时，他们将鞋柜置于门外， 索，民警初步锁定了嫌疑人。11 月 9 日，闲林
家中的鞋子都放在鞋柜里。当他打开鞋柜 派出所办案人员在杭州西湖区古墩路某一

出租房内将嫌疑人董某抓获。抓获时董某
与其妻子正穿着王先生被偷的鞋子。
记者了解到，董某经营着一家面馆，11
月 4 日晚，他来到闲林办事。在发现许多人
家将鞋柜放在门口后，他心生歪念。晚上 11
时许，董某先是乘坐电梯到 18 楼楼顶，然后
一层一层往下“扫楼”，到了 12 层王先生家门
口时，他确定了目标。董某回到一楼，从电
动车内拿了编织袋又回到 12 层，将王先生家
门口鞋柜里的鞋子席卷一空。
董某回到家中，骗他的妻子张某说在外
捡了一麻袋的鞋子，并选了一双红灰相间的
漂亮女鞋送给老婆穿。被蒙在鼓里的张某
全然不知自己穿的是双赃鞋。

看着房价一路飘红
当年低价卖掉房子
的他竟动起了歪念
■通讯员 王燕芬 记者 黄晟扬

本报讯 三年前，五常街道的姚某为了
还债，瞒着父亲，以 60 万元的低价出售了一
套 130 平方米的安置房。眼下，瞧着房价一
涨再涨，姚某后悔莫及，竟耍起赖，想要回
房子……
近日，余杭公安五常派出所接到周先
生报警，称他位于五常某小区家中的电表
总线被人多次剪断，导致家里断电，怀疑是
原房主姚某所为。据周先生反映，目前自
己一家居住的这套房子正是 2014 年从姚某
手中购买的，当时双方签了合同，手续都是
合法的。现在姚某觉得周边的房价都涨
了，要求自己按照现在同类房源市场价格
补差价或者以 70 万元赎回。为此，双方多
次到司法所协商，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五常派出所民警经过走访调查和视频
追踪，确认原房主姚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1 月 9 日上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姚某传
唤到案。经审查，姚某对剪断周先生家电
表总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姚某
一家在 2009 年拆迁分了 3 套房子，因为赌
博欠下一大笔债，2014 年，姚某瞒着父亲将
其中一套 130 平方米的安置房卖掉还了赌
债。如今，想到一路飘红的房价和得了便
宜的买主，姚某心里极度不平衡，被利益蒙
了双眼的姚某竟想要以现在的房价要求周
先生补差价，多次协商无果后，姚某动起了
歪念。
目前，
犯罪嫌疑人姚某因涉嫌故意损毁
财物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杭州临平新城开发建设管委会
下属国有公司招聘公告
杭州临平新城开发建设管委会是区委、区政府的正处级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临平新城的开发、建设、运营工作，现因工作需要，下属国有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29 名，具
体岗位要求如下：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会计

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人事管理
规划管理

做地管理 1
做地管理 2

杭州余杭区保障房建设
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1
工程管理 2
财务管理

杭州余杭基础设施建设
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大东安社区综
合改造项目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项目主管
现场管理

工程管理 1
工程管理 2
财务管理

杭州南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
建筑设备管理

杭州余杭钱塘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小镇管理
物业管理

招聘
人数

专业

1

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专业

1
1
1
1
6
2
1
1
2
3
1

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
城乡规划、建筑学等相关专业
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具有助理会计师职称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中共党员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具有 3 年以上专业工作经验

会计学等相关专业
工程造价等相关专业
市政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等相关专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建筑设备类专业

会计学等相关专业
城市规划类专业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类相关专业

具有 5 年以上专业工作经验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且有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具有市政造价员资格证，并有 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具有工程师职称，并有 3 年以上项目现场管理经验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全日制大专学历的须具有 2 年以上工程管理经验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等相关专业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工程造价等相关专业

2

其他要求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等相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关专业

1
1

性别

具有 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土木工程、建筑类等相关专业

工程管理类相关专业

1

年龄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土地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1
1

学历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全日制大专学历的须具有 2 年以上工程管理经验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且有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男

具有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具有工程师职称，并有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工商管理、财务管理、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物业管理相关专业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 周岁及以下 不限

注：
具有 10 年及以上专业工作经历的，
年龄放宽至 40 周岁。

注：具有 10 年及以上专业工作经历的，
年龄放宽至 40 周岁。

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11 月 21 日，
具体报名方式和招聘程序，
请登陆临平新城官网：
http://www.lpxcgwh.com/或余杭人才网、杭州人才网查询。
联系电话：0571-89268598 0571-89187191（工作日 8:30-12:00 1:30-17:00）
联系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 326 号时代广场 1 号楼 B 座 305 室 邮编：31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