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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聚会多 有一条要牢记

吃药不喝酒 喝酒不吃药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晓露 沈斌 记者
沈雯） 近段时间，因饮酒过量到余杭区第
三人民医院看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抢救
病房内几乎被醉酒者占满。春节假期将
至，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把酒言欢，大部分
都觉得只要不喝多就没事。其实不然，喝
酒一定要适可而止，吃药不喝酒，喝酒莫贪
杯。
家住良渚的沈先生今年 54 岁。近日，
因单位举行年会，他喝了几杯白酒，一个小
时后，他出现了脸红、发热、胸闷、心悸等症

状，被同事送到余杭三院急诊救治。
急诊室吴春特医生询问后，发现沈先
生最近患有呼吸道感染疾病，饮酒前曾输
注头孢两日，判断沈先生是出现了双硫仑
样反应。经过紧急输液、解酒、促进排泄，
沈先生的症状才渐渐好转。
为什么服用抗生素期间喝酒会引发这
么严重的后果呢？
余杭三院消化神经内科主任段阳日介
绍，这要从酒精在人体的代谢过程说起。
酒精的化学成分是乙醇，乙醇在人体里会

先分解成乙醛，在肝脏中的乙醛脱氢酶的
作用下，乙醛再分解成为乙酸，然后再变成
水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如果服用抗生素
后饮酒，尤其是头孢类、甲硝唑类，可引起
面部潮红、头颈部血管剧烈搏动、头晕、恶
心呕吐等一系列反应，严重的甚至会发生
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呼吸衰竭甚至死
亡。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双硫仑样反
应”，患者在服药期间饮酒后，数分钟至 30
分钟左右，一般不超过 1 小时会出现上述
症状。

仁和三白潭村惊现 86 厘米长 8 斤重的娃娃鱼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连孝 记者 吴
怡倩） 前日，记者接到仁和街道三白潭
村村干部龚国民的报料：村内沈跃金属
制品公司的水槽里，发现了一条怪鱼。
经过网络图片比对，确定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娃娃鱼，他们联系了相关部门，
希望这条娃娃鱼能得到妥善安置。
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很多村民已
经闻讯赶来，大家好奇地围着观察。村
民测量了娃娃鱼的长度和体重，发现鱼

长 86 厘米、重 8 斤多。
“我以前只在电视里看到过娃娃
鱼。”一位村民说，可能是现在水质变好
了，所以才有了这种对水质要求很高的
鱼出现。
发现娃娃鱼的沈跃金属制品公司
员工姚国祥告诉记者，
“前几天，公司的
这条水槽刚进行了清理，今早注水时，
我听到水槽中传出声响，走近一看，发
现了这条鱼。”
该公司东面是东塘港支流，娃娃鱼
可能来自东塘港，但公司四周有围墙和
缝隙很小的铁栅栏，这条娃娃鱼究竟是
怎么进入水槽的，大伙儿都觉得纳闷。
公司负责人沈国洪主动联系了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和区林水局等部门，希望能
妥善处理这条娃娃鱼。
龚国民通过街道农业科联系了区
渔业渔政管理总站。当天下午，区渔政
站的工作人员赶来，说最近几年余杭范
围内已有不少村民发现娃娃鱼，但个头
这么大的还是首次发现。他们决定把
娃娃鱼在区内某一水库中放生。姚国
祥对娃娃鱼的去向很是关心，跟着前
往，见证了娃娃鱼放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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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过大年
南苑街道：
清洁家园迎新年
本报讯 （通讯员 汤水根 记者 陈
坚） 前天，南苑街道开展
“喜迎新春 清洁
家园”集中清扫大行动，组织机关和社区
干部、志愿者在辖区新城路、观霞街、玩月
街等道路的人行道、绿化带上捡垃圾、打
扫卫生；各社区同步开展集中清扫活动，
重点清除垃圾桶边、绿化带内、弄堂拐角
等卫生死角，以清洁、优美、文明的环境喜
迎新春佳节。

仓前街道：让困难群众过一个暖心的好年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钟佳
菲） 年 关 将 近 ，困 难 群 众 年 货 是 否 备
好？过年是否有新衣穿？孩子们需要的
学习用品够不够用？近日，仓前街道慰
问组分几路上门慰问困难群众。
连具塘村村民殷国华的孙子因白血
病不幸去世，这一家人因病致贫，成为该
村的低保户。慰问组来到殷国华家，询
问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并送上慰问品、慰
问金，鼓励他们尽早走出悲痛，开始新的
人生。慰问人员对殷国华说：
“ 有什么困
难跟我们说，我们会为你们提供必要的
帮助，帮助你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殷
国华表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一定会
打起精神，好好生活下去，克服一切困

难，积极面对人生。
15 年前，时年 60 岁的周宝兴不顾势
单力薄、年老体弱，勇救同村邻居而被持
刀歹徒捅伤，导致脾肾破裂，结肠、小肠
断裂，肺部挫伤，经医生全力抢救才挽回
生命。同年，周宝兴被评为“浙江省见义
勇为积极分子”，并受到省委、省政府领
导的接见。15 年来，仓前街道从未忘记
对周宝兴老人的关怀，每年上门慰问，还
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慰问组仔细询问
了周宝兴的身体状况，并嘱咐老人要好
好保重身体。
街道负责人告诉记者：
“ 希望通过慰
问，困难群众能够感受到街道对他们的
关心，过一个暖心的好年。”

东湖街道：书画家泼墨挥毫迎新春
本报讯 （记者 潘怡雯 实习生 徐晓
莉）东湖街道日前举行“雅集新东湖，翰墨
迎新春”活动，来自余杭区现代水墨画研
究院的 9 位书画家现场创作，送贺新春。
当天下午 2 点，书画家们开始泼墨挥
毫。不一会儿，40 余幅以牡丹、鱼、兰花为
内容的作品展现在大家眼前。

中泰街道：健康讲座说说节日饮食莫忘节制

19 个月大的男孩手臂长了个
“蚊子包”
原来是一根绣花针插在孩子手臂里

X 线检查显示，有一根长约 2.5cm 的
绣花针斜插在孩子右前臂。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戚 小 芬 记 者 沈
雯） 这几天，来自桐庐 19 个月大的男孩泽
泽，手臂上无缘无故长出了个“蚊子包”，这
天气还会有蚊子咬？不放心的父母带着泽
泽来到区妇幼保健院检查，结果让所有人
都震惊了：有一根绣花针插在孩子的手臂
里。
前几天早上，妈妈给泽泽穿衣服的时
候，泽泽有过哭闹，稍微哄一下便好了，也
就没关注。之后，妈妈发现泽泽老是举着
右手，还不停地喊疼。妈妈仔细查看，发现
孩子手臂上长了一个“蚊子包”，一家人想
大冬天不会有蚊子咬，可能是被什么虫咬
了，决定到医院检查一下。
在区妇幼保健院，外科门诊朱超波医
师检查发现，泽泽右前臂皮肤红肿，碰到该
处时哭吵明显，医生能摸到不规则的包块，
怀疑有异物在手臂内，就让小泽泽做 X 线
检查确认。
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一根长

约 2.5cm 的绣花针斜插在泽泽的右前臂
内。
怎么会有根针插在里面呢？又是什么
时候插进去的？对于这些疑问，一家人都
蒙了。妈妈说，家里没有绣花针，也没看到
孩子玩过绣花针，不晓得怎么会有针扎在
里面。
医生紧急给泽泽进行了手术，将隐藏
在手臂里的绣花针取了出来，术中发现针
已生锈，
且局部已化脓。
经历了这一切，惊魂未定的一家人仔
细回忆，这几天阳光好，经常会晒被子，可
能就是那个时候，楼上的租户不小心把绣
花针掉在了被子上，晚上睡觉时没在意，针
就扎进了孩子的手臂里。
医生提醒家长朋友：家里常备的尖锐
物品、药品等一定要放在小儿不能触及的
地方。低龄小儿受伤不会用语言表达，家
长发现小儿有不舒服的症状要及时送医院
检查。

担当社会责任 情系贫困家庭

中国银行余杭支行走村入户向贫困家庭送温暖
近日，仓前街道苕溪村、闲林街道
万景村等多户困难家庭，收到了中国银
行余杭支行党员慰问小组送来的油、米
等新春慰问礼包，严寒中感受到了社会
的温暖。受慰问的困难家庭中，有的因
病失去了劳动能力、有的老年丧子无人
陪伴、有的智障不能自理，生活非常艰
辛。
中行的党员们与这些困难家庭结
成帮扶对象，每到逢年过节，都要前去
慰问，送去嘱咐与关爱，鼓励他们秉持
乐观、开朗的心情面对生活，帮助他们
树立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信心。
中国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在自
身经营发展中，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情
系贫困家庭，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通讯员 马俊伟）

本报讯 （通讯员 胡炳华 记者 孙
晨） 近日，中泰街道南峰村邀请杭州西
溪医院的医生举办了一期“节日饮食，莫
忘节制”的健康讲座，有 60 多位居民参
加，现场气氛活跃。
为倡导全民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流动人口健康
的社会氛围，中泰街道开展了“把健康幸
福带回家”系列活动。1 月 22 日，中泰街
道邀请区二院专家医生为流动人口举行

健康讲座，结合防艾 ppt 和互动小游戏，
让大家懂得和掌握防艾知识。1 月 26 日，
街道举办村社卫计干部流动人口健康知
识竞赛。2 月 4 日，街道结合年俗广场活
动举办“关怀关爱——幸福过大年”活
动，发放健康宣传册 500 余份，发放健康
宣传品 200 余份，义诊 100 余人次。接下
来，中泰街道还将对流动人口进行分批
走访，发放资料，宣传健康知识，让群众
过一个健康幸福年。

余杭街道：
向工疗站敬老院送去慰问
本报讯 （通讯员 金昌才 记者 张孝
东） 近日，余杭街道负责人前往工疗站、
敬老院进行慰问。
在工疗站，慰问组将新春礼物送到
20 名工疗员手中，详细询问智力残疾人
员的“工疗”
“娱疗”
“药疗”效果。在敬老
院，慰问组为 23 位孤寡老人送上慰问金，
祝愿他们健康平安过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