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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小女均被捕

失踪10多年后，68岁的南充市营山县

老人李秀英（化名）被救助站送回老家，但

3子女陆续回家看望母亲后，又将母亲遗弃

在镇政府不辞而别 （本报11月3日曾报

道）。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李秀英的

儿子张伟（化名）目前已被检方以遗弃罪

批捕，小女儿张群（化名）在南充火车站被

警方抓获，目前已被刑拘，其大女儿目前也

已主动跟警方联系，准备自首。李秀英老家

的镇政府表示， 若张伟3兄妹愿意赡养母

亲，镇政府将搭一把手提供帮助。

在派出所，张群告诉民警，之前已从

老家亲戚口中得知哥哥张伟被抓的事

实，在亲戚的劝说下，自己便带了几件换

洗衣服和一床被子，买汽车票回到南充，

准备回老家处理赡养母亲的事情。 另据

营山检察院相关负责人透露， 张伟目前

已被检方以遗弃罪批捕， 考虑到遗弃老

人的行为影响恶劣， 检方将追究张伟三

兄妹的刑事责任。目前，患有精神疾病的

李秀英仍在南充接受治疗。

（刘伟 杨汉国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成雅绕城收费站

周六起货车不能通行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赵素冰）

本月15

日， 成雅绕城收费站将设置3米限高龙门

架，拒绝货车从此进入。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成雅高速公路公司获悉，成雅绕城收

费站不再通行货车， 大客车可以通行，但

必须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成雅高速相

关负责人表示，进入绕城东段和绕城西段

的车辆都从成雅绕城收费站进入，这个有

3条进口闸道的收费站交通流量非常大，

经常都有车辆排行的情况， 为了保通保

畅， 此前已经对收费站进行了改造。“但

改造后的收费站，由于条件受限，无法设

置超重车辆劝返通道。”因此，收费站将

设置3米限高龙门架，拒绝货车进入。

全国建筑防水抽样

渗漏率达95.33%

成都商报讯 （实习记者 李秀明）

昨

日下午，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信息

中心、 四川省建设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

四川省建筑防水质量提升暨卓宝零缺陷

防水系统专题研讨会在新华宾馆举行。

今年七月，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与北京零

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联合发布《2013

年全国建筑渗漏状况调查项目报告》，

抽样调查了建筑屋面样本2849个， 建筑

屋面样本中有2716个出现不同程度渗

漏，渗漏率达到95.33%。据省住建厅信息

中心相关负责人掌握的信息， 四川省建

筑的渗漏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丢下病母不管

儿子涉嫌遗弃罪被拘 追踪

如果你在西华

大学喊一声“李杰”

或“刘鑫”，回头率

一定很高，因为仅仅

今年进校的本科新

生中，就分别有8人

叫这两个名字。除此

之外，“志强”和“婷

婷”也遍布校园。

近日，成都商报

联合西华大学，对该

校2014级7600多

名本科生和 2000

多名教职工的名字

进行统计。 有趣的

是， 随着年代变化，

上世纪 60年代～

70年代流行的“红、

华、军”等字几乎全

部退出 “95后”的

姓名表， 而类似于

“王诺慕橙”“郝良

辰子” 等四字姓名

正在猛增。

红、华、军

退出“95后”高频姓名表

成都商报联合西华大学统计万名师生姓名规律

在2000多教职工中，只有一个四字名

字：乌尔金斯。据介绍，这是一位51岁的女

老师，她是少数民族，所以四字名字很正

常。但在2014级本科新生名单中，四字姓

名竟达47人之多，相比上个世纪猛增数十

倍。 这些四字名字除了50%是少数民族，

有一半则是故意取成四字名字，比如杨冯

秋硕、郝良辰子、刘付欣睿、王诺慕橙……

“我的名字就是爸妈的姓加一块。”

王诺慕橙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爸爸姓王，

妈妈姓诺， 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橙子，

所以最后改成了这个名字。台湾人气偶像

剧《下一站幸福》 中的女主角也叫“慕

橙”，为她介绍自己的名字省了不少口舌。

在慕橙看来， 这种取名字的方式很流行，

她有个好朋友叫“高谭幸子”，意思就是

“一个姓高的爸爸和一个姓谭的妈妈，很

幸运地得到了这个孩子。”对此，中国社会

语言学学会会员、西华大学教授武小军认

为，取名字从紧跟时代特色、千篇一律到

现在更加自由、 追求体现个人理念和情

怀，正是当今社会逐渐多元化的折射。

四字姓名猛增数十倍

制图：余进 稿件采写：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西南交大学生薛铭乾对此文亦有贡献）

杨冯秋硕、郝良辰子、刘付欣睿、王诺慕橙……

数读

随着年代变化，上世

纪60年代～70年代

流行的“红、华、军”

等字几乎全部退出

“95后”高频姓名表

基金援助对象：经医

院检查确诊的肛肠疾病

患者。

援助基金申请条件：

（

1

）持有低保证明或户籍

所在地的贫困证明可申

请全额援助，每年只限

12

个名额。（

2

）符合“困难家

庭 ”条件的患者 ，可申请

1000

元的援助基金，每年

只限

120

个名额。

现在，请和成都新世

纪肛肠医院一起，用实际

行动关怀肛肠健康，让慈

善的阳光照亮每一寸隐

秘的地方。 （黄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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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革履、步履匆匆、充满斗志、精

神饱满……在很多人看来，在职场中拼杀

了十来年的中年人士是最为成熟和自信

的。 但他们真实的状态其实不想上班，一

上班就萎靡不振， 工作起来没有动力，浑

身不舒服，感觉工作是个负担，得过且过

地应付工作。这种由工作引发的心理耗竭

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职业倦怠症。

压力大上升空间小、现实跟理想差距

太大是产生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职业倦

怠在上班一族中的比例达20%，中层干部、

40岁上下的人以及入职十年左右的人都

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其中销售、办公

室白领是职业倦怠最严重的人群。“职业

倦怠不缓解，发展成焦虑、抑郁的可能性

极高。当职业倦怠的症状影响工作、家庭、

人际关系时， 建议找专业的心理医生咨

询、问诊。”专家提供5招帮助你克服职业

倦怠：

1.

适时宣泄。

当有职业倦怠感时，找

闺密或好朋友倾诉，及时将自己的消极情

绪宣泄出去。同时，远离负能量。如果一个

有职业倦怠感的人，向负能量的人倾诉是

没有帮助的，应多跟积极向上的人沟通。

2.

改变环境。

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的环

境，可考虑给自己换一个环境，如跳槽。

3.

客观评价自己。

不要过度否定或抬

高自己，并适度改变和完善自己。频繁跳

槽的人也要从自身找原因。

4.

自我调整。

职场人士要有一个合理

的职业梦想。同时，要根据现实来规划梦

想实现的步骤。

5.

做好职业规划。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

奋斗目标，就容易产生倦怠感。有一定的

职业目标，才有努力的动力和方向。

（黄文娟 整理）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加和膝关节活动

次数的增多， 其表面软骨细胞的增生能

力会越来越差，再加上温度降低、血管收

缩、供血减少、营养缺乏等原因，使得软

骨软化， 不能有效分散关节表面承受的

压力， 当压力集中于一点并刺激软骨下

骨头时，就会产生疼痛感。所以，每当秋

冬寒冷之时， 很多老年人的膝关节都容

易感到不适。

膝关节因为承载了太多的运动任务，

所以也成了最易出现问题的部位。膝盖周

围缺乏肌肉包裹，较为敏感，易受外界温

度变化的影响。膝关节炎是一种非常普遍

的疾病，6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达50%。具

体表现为：膝盖疼痛，酸软无力，并伴有明

显的关节肿胀、发热及下蹲困难等。因此，

冬季降温时，要特别注意中老年人膝关节

的保暖，最好穿着棉裤，并佩戴护膝。

很多老年人在做膝关节屈伸活动时

都会听到摩擦音。这时，可以多按摩足三

里这个穴位， 对膝关节响动有一定好处。

具体做法：食指尖横摸至膝关节外下方凹

陷处， 小拇指所在的部位就是足三里穴，

拇指按压足三里做顺时针按摩即可。

很多膝关节炎患者都存在体重超标

甚至肥胖的情况，因为体重过重会使膝关

节承受的压力增大， 加速关节软骨的磨

损，从而导致膝关节炎。此外，关节炎发生

疼痛时，人往往不愿意活动，从而进一步

导致体重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适当

的运动，保持正常体重。但值得注意的是，

膝关节炎同样是一种劳损性疾病。 因此，

中老年人运动要适度， 并尽量减少爬楼

梯、爬山、自行车等运动。若老人已经出现

关节疼痛、肿胀等症状的话，应及时就诊。

（黄文娟 整理）

爱心援助 用行动关怀肛肠患者

———成都市慈善总会·新世纪肛肠援助基金正式启动

五招克服上班族的“十年之痒”

天冷了 老人要记得呵护膝关节

52岁的李某家住四川省绵阳市一偏远山区，腿

脚不便的他用锄头养活着一大家人。在长子刚进入

大学的时候，李某发现自己长了痔疮。思索着孩子

的花费，觉得痔疮也死不了人，所以没有及时治疗，

但是在那之后，李某的病情不断加重。

通过镇上的医生，他知道自己的痔疮已经到了

需要手术的地步，但是，经济紧张的李某没有听取

医生的建议。短短的两个月，疾病让原本的汉子变

成老头。疼起来时，李某甚至觉得自己没救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某看到了一则宣传，家庭

贫困的肛肠疾病患者可申请到面向全川的一项手

术援助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某来到了成都新

世纪肛肠医院。医生为李某进行了微创手术，并针

对李某的家庭经济状况帮李某申请了手术援助金。

今年11月10日，腿脚不

便的李某冒着细雨搭车进

城来到成都新世纪肛肠医

院。原来，当天成都市慈善

总会携手成都新世纪肛肠

医院成立的“新世纪肛肠慈

善基金” 将举行启动仪式。

听闻此消息的李某特赶来

送锦旗，“痔疮不仅给我带

来了身体上的伤害，还差点

让我丧失了生活的信心，我

是特意来感谢医院对我的

爱心援助的，也希望今后能

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得到

帮助。”

“慈善，不仅是医院发

展的需要，更是医院责任、

医院文化的体现。”新世纪

肛肠医院负责人表示，过

去医院帮助了不少像李某

这样无力支付手术费用的

贫困家庭， 但都没有形成

具体的、规范的援助体系。

现在， 有了新世纪肛肠慈

善基金， 在成都市慈善总

会的专业指导下， 就能公

开、规范、有序地帮助更多

贫困家庭患者，真正让“慈

善”惠及大众。

在过去， 治疗肛肠疾病总选择传统手术疗法，

最多的是“一刀切”，进行手术治疗之后往往还会

卧床休息一个多月。这种做法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

苦不说，处理不好还可能进行二次手术。要想根治

痔疮，采用“一刀切”方法的手术费和住院费加起

来花费不菲。

经过不懈的研究、 改进， 微创疗法终于问

世。目前治疗肛肠疾病的微创疗法有PPH微创技

术、HCPT微创技术、TST微创技术、COOK痔疮

枪技术以及安氏疗法。微创疗法运用在肛肠疾病

上，避免了传统手术疗法“一刀切”的状况，最

大限度地保护了人体内部组织。 手术过程快，手

术无痛或者微痛， 并且因为对人体的创伤小，术

后恢复时间也短， 一般都不需要卧床休息。此

次，医院也为李某采用微创手术，减少了手术对

他身体上的伤害，还最大限度地节省了术后住院

费用。术后恢复检查，李某手术成功，无需二次

手术。

想省钱 小病拖成大病

微创手术省时更省钱

慈善基金成立

帮助更多人

援助基金小贴士

夫妻关系中，有人常常迈不过“七年之痒”，而对于上班族来说

也有人会遇到困惑的“十年之痒”。专家指出，长期处于高压行业的

人群，比如媒体人、金融行业从业者等，在入职十年左右时最容易出

现“心理感冒”，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职业倦怠和失眠。专家建议，除

了每年的身体体检，职场人士更应定期进行心理体检，以便尽早发

现心理问题。

核心

提示

肛肠专家指出，发生在大肠和肛门处的疾病都

归类于肛肠疾病，常见的包括痔疮、肛裂、肛瘘、肛

门瘙痒等。近年来，我国肛肠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

目前发病率高达59.1％，其中痔疮就占了87.2％。

人们对肛肠疾病的认识可以说还处在朦胧状

态，以至于很多人出现便血、便秘、肛门疼痛、肛

门有小肉团等现象时还以为只是小毛病， 其实不

然，就拿李某来说，早期的症状是便血，若早期不

进行治疗，病情会越来越严重，出现痔核脱出、坏

死等症状。 而便血的另一种状况是肠道恶性肿

瘤，拖延不治，往往是让癌细胞扩散，直接威胁到

患者生命。

肛肠问题不能“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