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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籽引发阑尾炎
医生内镜下彻底治疗

10月5日，成都市民林女士就感
觉肚子右下腹痛，刚开始，痛感不是
很明显，她没有在意，但后来就发展
到疼痛难以忍受了。在四川大学华西
第四医院消化内科，医生确诊林女士
是急性阑尾炎，但并不打算给她开刀
切除，而是采用“经内镜下逆行阑尾
炎治疗术”，在结肠镜下，直接将引发
阑尾炎症的粪石取出，再用大量生理
盐水对脓液进行清洗，解决阑尾发炎
的病因。

“内镜下我们就看到，粪石像是

水果的籽堆积而成，我就问她是不是
吃了猕猴桃。”华西四院消化内科副
主任医师廖娟介绍说，这些猕猴桃籽
不能被消化液所消化，在肠道蠕动
中，“误入”了阑尾，阻塞了阑尾腔，继
而引发了炎症。“最近猕猴桃当季嘛，
我天天都要吃四五个。”林女士说。

这是华西四院所做的第一例经
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巧合的
是，12日、13日、14日，连续接诊了三
位阑尾炎患者，都采用了该方式治
疗，“恢复效果都挺好的。”廖娟说。

一直以来，人们对阑尾炎的认识，
多是药物保守治疗或者手术切除。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阑尾并不是
无用的器官。”廖娟解释说，阑尾有丰
富的免疫组织和淋巴组织，可以提高
人体的抵抗力，是一个免疫器官；它还
能储存和调节肠道的菌群，如果切除
阑尾，可能会导致患者肠道菌群比例
失调，不仅仅影响胃肠道的健康，也会
导致很多其他系统慢性病的发病率增
高（如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等）。因
此，阑尾是具有一定生理作用的。“国
外最新的科研发现，阑尾切除后，发生
结肠癌的几率增高。”廖娟说。

同时，廖娟还解释了阑尾炎发病
机制，一般是人体抵抗力下降，肠道

内的致病菌在阑尾腔堆积，发生炎
症；或是粪块、粪石堵塞了原本口径
就小的阑尾腔，引发炎症；人体本身
的解剖结构异常，例如过于狭窄、过
长或者扭曲，也是引发炎症的原因之
一；另一种可能就是阑尾肿瘤。

廖娟解释说，除了手术治疗急性
阑尾炎，一般性慢性阑尾炎也会采取
保守治疗的方式，但传统保守治疗方
式多是使用抗生素消炎，暂时性将炎
症控制，复发率高，“炎症控制住了，
但粪石、肿瘤和解剖结构的因素还存
在，还是会反复发作。”廖娟说，反复
发作过程中，阑尾也会出现纤维化，
时间一长，依然会失去原本的功能。
另外，外科手术治疗，一部分患者会
出现术后肠粘连等并发症。急性阑尾
炎患者，及时经肠镜行阑尾腔造影、
诊断、治疗，及时阑尾腔减压、引流通
畅，尽可能阻止炎症可能引起的后续
纤维化、黏连，保留阑尾以及其功能
是可行的。

经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
无需打麻药、开刀

廖娟介绍说，经内镜下逆行阑尾
炎治疗术，只需要在结肠镜下，将导

丝插入阑尾腔，对阑尾腔进行造影显
示阑尾形态、粪石位置、大小和形态
等，可以用取石网篮、取石球囊等取
出粪石，冲洗阑尾腔；对于阑尾腔狭
窄的，也可以放置支架引流。“如果是
造影显示可疑肿瘤，我们还能立即做
活检取样。”廖娟说。

重要的是，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
疗，和结肠镜检查一样，不需要打麻
药、开刀，因此，不需要考虑外科手术
麻醉禁忌症，即使是有心脏病、高血
压的高龄老人，或是低龄的孩子，甚
至孕妇，只要能做结肠镜检查，就能
接受治疗。

“只要是一般的急性单纯性阑尾
炎或化脓性阑尾炎，在穿孔前，都可
以采用这种方式。”廖娟说，除非已经
穿孔，脓液进入腹腔，引起感染性休
克、败血症等等，需要腹腔镜或者开
腹手术引流。

廖娟说，因为人体结构差异和影
像手段的局限，阑尾炎仍存在一定的
误诊率，尚没有“诊断金标准”，比如
与女性的附件炎、盆腔炎，儿童的肠
系膜淋巴结炎混淆，而结肠镜可以直
观地进入体内看到阑尾腔，是否有脓
性分泌物，是否是阑尾炎，一目了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成都市的住房市场租金情况当
前处于怎样的水平？

10月15日，成都市住建局发布
了三季度住房市场平均租金水平信
息。自今年以来，这也是成都市第三
次“官宣”全市住房市场平均租金水
平。根据公布数据，三季度成都市中
心城区租金水平最高的街道平均租
金为47.3元/平方米·月，最低则为
14.4元/平方米·月。

记者从《2019年三季度成都市
住房市场平均租金水平信息》表格
中看到，单位面积平均租金水平最
高的街道是锦江区春熙路街道，平
均租金47.3元/平方米·月，其次是
高新区的石羊场街道，平均租金

47.2元/平方米·月。中心城区单位
面积平均租金最低的街道为青白江
区的大弯街道和红阳街道，平均租
金14.4元/平方米·月。

据成都市住建局市场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进行了租金监测的街
道办共计有115个，其中包含锦江
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
的所有街道办，以及中心城区和郊
区新城其他主要板块。

中心城区共监测街道办99个，
三季度平均租金在30-40元/平方
米·月区间的街道办占比最多，为
40.40%，其次为20-30元/平方米·
月区间的，占比为39.39%，其他区间
的街道办占比最少，为8.08%。

遛狗的居民害怕狗影响到其他
路人，把狗绳收得很短，狗不舒服；
旁边的路人如果害怕狗，虽然只是
擦身而过，但也会走得很不踏实。如
果有一个地方专门遛狗的地方，大
家可能都会长舒一口气。

15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生态
环境和城市管理局获悉，成都高新
区昆华路将新增一个300余平米的
公共宠物乐园。宠物乐园预计11月
中下旬投入使用。“要是我家楼下也
有就好了。”得知此事的市民尹女士
表示，之前家附近没有遛狗的地方，
有时候会等家附近的广场舞结束
后，再去跳广场的空地遛狗。

宠物乐园之前为鸿基搅拌站，
场地杂乱，垃圾随处可见。高新区此
次以“两拆一增”为契机，将其改造
为一个公园。整个公园约9300平米，
其中宠物乐园335平方米。

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
理局工作人员介绍说，现在人们生
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养宠物的家庭
越来越多，特别是高新作为青年一
代的聚集地，更为突出。而《成都市
城市公园管理规范》有规定：禁止携
带宠物入园，这一规定使得有宠物

家庭对可溜宠物的地方的需求与日
俱增。

因此开始设计的时候，高新区
希望打造一个集周边居民休闲、娱
乐兼具宠物玩耍为一体在生态乐
园，给宠物及爱宠人士提供一个人
与宠物和谐相处的场所。

设计过程中，高新区对整体片
区进行了综合分析，将宠物乐园融
入了铁路防护绿地中。同时园区将
宠物活动场地与游人活动空间分
离，互不影响；宠物活动场地将有1.5
米的护栏围绕，保证游人的安全性。

在细节方面，临近宠物场地周
边设计了休息空间，同时考虑宠物
体形不同，设计了两个不同的宠物
活动空间，将其分开。

据悉，这次拟打造的宠物游园，
将作为高新区“两拆一增”打造的试
点游园，如果大家反应好，将会在其
他点位继续推广，以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求；期间如果有群众提出不同
意见或建议，也将及时整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林聪

图片由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和
城市管理局提供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74期开奖结果：102，直选：8107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9339注，每注奖金173元。（19435400.87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74期开奖结果：10207，一等奖54
注，每注奖金10万元。（355832541.7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118期开奖结果：3781927，一等奖2
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9注，每注奖金11442元；三等奖257
注，每注奖金1800元。（32198399.2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2月16日)

体
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19118期开奖结果：12
14 15 25 28 31+04。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274期开奖结果：49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提起急性阑尾炎，
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动
手术将阑尾切除，反正
阑尾也没什么用。但阑
尾这个盲肠末端的“小
蚯蚓”，真的没用吗？而
近来研究发现，阑尾有
一定免疫功能，切除阑
尾后肠道菌群失调的
发生率大大增加，所以
保留阑尾的治疗方法
是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治疗理念的重大创新。

10月12日、13日、
14日，四川大学华西第
四医院消化内科连续3
天开展3台ERAT（经内
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
术），从发病原因入手，
治疗了阑尾炎，又保留
了阑尾功能。

第三季度成都住房市场平均租金水平出炉

最高每月47.3元/平方米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近期连续3天3台ERAT阑尾炎治疗术获得成功

这是成都市第三次公布住房市
场平均租金水平。记者了解到，自
2019年起，成都市住建局市场中心
通过定期跟踪调查的方式，每月对
全域成都范围内的样本楼盘（或社
区）的住房租赁成交数据进行采集，
汇总统计形成住房租金水平信息。

据成都市住建局市场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每年的6-8月，是毕业
生租房需求的高峰时期，从数据监
测情况来看，全市住房租金水平整
体上平稳合理。

三季度新增租客以应届毕业生
为主，特别是6、7月，是租赁市场的
暑期高峰期，全市各区域住房平均
租金均处于年内较高区间，8月进入
高峰期末端后，租赁需求和成交量
均有所下降，且下降的主要区域集
中在中心城区，近郊区受毕业季的
影响不太明显。

9月，随着高峰期的过去，租赁
需求得到较为集中的解决，租赁成
交量及租金均有所回落。综合上述
几月的变化趋势，三季度租金水平
整体处于平稳、合理的状态。

该负责人介绍，在各街道办中，
三季度租赁需求较为旺盛区域的主要

分布在地铁沿线、交通便利、租金水平
相对较低的区域，比如华阳街道、簇锦
街道、保和街道、苏坡街道等。

其中以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最为
典型（三季度平均租金26.7元/平方
米·月），由于成都市写字楼大量集
中在高新南区，但高新南区各街道
办租金水平相对较高，华阳街道交
通便利，小区数量较多，租金水平相
对较低，因此华阳街道成为了很多
在城南上班的应届毕业生们最好的
选择。

另外除了交通便利的区域外，
部分高校附近的街道也成为很多应
届毕业生租房的首选之地，例如四
川师范大学附近的狮子山街道、成
龙路街道，四川农业大学附近的公
平街道等，这些街道因毕业生较为
熟悉，且租金水平处于中等偏低水
平，交通也比较便利，因此这些区域
的租赁成交量也较大。

“我们会持续深化住房租赁市
场监测服务机制”，该负责人表示，
将常态化开展租金水平调查及发
布，以增强租金水平透明度，稳定市
场预期，保障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毕业季租房需求处于高峰时期
租金水平整体平稳

解读

爱宠一族的好消息：

300余平米公共宠物乐园
预计11月下旬投用

涨
知
识

急性阑尾炎，必须要切阑尾吗？

既能治疗，
又可保留阑尾

问：

答：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9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
比 上 涨 3% 。CPI 涨 幅 为 何 有 所 扩
大？通货膨胀压力会不会加大？群
众基本生活如何保障？围绕这些
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

数据看点：
猪肉价格推升
CPI涨幅升至3%

“最近感觉水果比之前便宜了，
近段时间葡萄、苹果实惠多了，不少
新鲜蔬菜价格感觉也下来了，但就是
猪肉确实贵了不少啊！”今年61岁的
北京市丰台区居民张萍告诉记者。

有升有降，数据也印证了这种
感受。

综观9月份物价数据，价格结构
性分化的态势很明显。比如，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11.2%，涨幅扩大1.2个百
分点，但非食品价格上涨1%，涨幅还
在回落。

在食品内部，也有分化。前期涨
幅较快的鲜果、鲜菜价格已呈回落态
势。9月份，鲜果价格同比上涨7.7%，
但涨幅回落16.3个百分点，近期苹
果、梨等水果大量上市，带动鲜果价
格环比下降7.6%。此外，鲜菜价格同
比下降11.8%，影响CPI下降约0.33个
百分点。

猪肉价格成为推升CPI的主因。
数据显示，9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69.3%，涨幅扩大22.6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1.65个百分点，“贡献”超
过一半。

此外，受天气转凉需求增加和消
费替代影响，牛肉、羊肉、鸡肉、鸭肉
和鸡蛋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上涨，涨幅
在9.4%至18.8%之间。

形势盘点：
保持总体物价稳定
具有坚实基础

尽管9月当月CPI涨幅有所扩
大，但从今年以来的CPI数据看，年
初两个月CPI涨幅不到2%，此后6个
月涨幅都在2%的平台波动，物价走
势总体仍属温和。今年1至9月平均，
CPI比去年同期上涨2.5%，也低于全
年3%左右的调控预期目标。

从构成CPI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看，除了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较快，
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3%，居住价格同
比涨幅为0.7%，交通和通信价格同比
下降2.9%。

“这轮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
明显，猪肉等部分食品价格是主要
推动因素，而非食品价格涨幅回
落，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也不大。
此外，1至9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

核心CPI只有1.7%，这也显示当前
通货膨胀压力实际上并不大。”社
科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主任张斌说。

针对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国
家出台多项举措促进生猪生产，大力
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从当前生产恢复省份增多、仔
猪饲料产量和种猪销量回升等迹象
判断，养猪场户补栏增养信心开始恢
复。”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
振海表示，随着非洲猪瘟疫情进入相
对平稳期，各项政策落地生效，预计
生产积极性将进一步提升，今年年底
前生猪产能将探底趋稳，猪肉市场供
应有望逐步稳定和恢复。

“猪肉只是CPI商品篮子的一种
典型商品，肉价异常上涨可能对短期
CPI产生扰动，但不会导致物价全面
持续的上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岩说，

受到猪肉价格上涨带动，未来几个月
CPI仍可能在3%左右波动运行，但部
分月份突破3%不意味着物价全面上
涨、单边上扬，并不改变当前宏观物
价总水平稳定运行的态势。

展望全年，总体物价水平保持
稳定仍有基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付凌晖认为，从食品、工业消
费品、服务等领域来看，下阶段价
格保持总体稳定有较好基础。物价
控制在全年预期目标范围内是有
基础、有条件的。

记者评点：
稳物价保民生，
让发展更有温度

物价，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切身利
益，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在宏观物价水平稳定的大格局
下，既要理性分析研判物价走势，也
要关注部分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
矛盾，精准施策稳物价、保民生。

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
从生产到流通，国家多措并举促进生
猪生产供应，强化生活必需品保供稳
价。近期，鲜果、鲜菜价格开始回落，
生猪养殖企业积极补栏。9月份以来，
商务部已经会同相关部门投放中央
储备冻猪肉30000吨，为稳定市场供
应起到支撑。

越是价格波动，越要重视保障基
本民生。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的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各地已累计
发放价格临时补贴55.1亿元，惠及困难
群众达2.22亿人次，缓解了食品价格上
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国家有政策，地方有落实，民生
有兜底。物价运行平稳，百姓基本生
活有保障，经济发展才更有温度、更
有底气。 （新华社）

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蔬菜

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3%

CPI涨幅为何有所扩大？
通货膨胀压力会不会加大？

第一例ERAT（经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 受访者供图

廖娟在为患者做ERAT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