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2日讯 一盆丝网花，

能卖多少钱？10元？20元？不对，价格

是3000元。今天上午，长沙市雨花区

东塘街道芙蓉南路社区举行了一场特

殊的拍卖会， 拍品是几十盆残疾人编

的丝网花，最高价拍出3000元的“天

价”。 这是芙蓉南路社区助残的新活

动， 向社区居民和企业拍卖残疾人的

手工艺品， 所得的善款作为助残扶弱

的基金款。

每一盆花都有个好听的名字

王金枝是芙蓉南路社区的一名重

度残疾人士，因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双

腿残疾，只能靠轮椅代步。

“我的腿虽然残疾，但是手很巧。”为

了学一门手艺，一直吃低保的王金枝到

处寻找适合自己的项目，听说很多残疾

人学会了编丝网花，她也到雨花区残疾

人服务中心学习制作丝网花。

“博爱”花拍了3000元

听说社区要义卖助残后，王金枝马

上提出，义卖自己制作的丝网花。她给

每一盆花都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有百年

好合、紫气东来、博爱等等。

经现场拍卖，最终，丝网花“博爱”拍

出了最高价3000元。

“我喜欢这盆花的名字， 我想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一颗博爱的心，尽自己所

能去帮助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爱

心企业负责人王凌激动地说，残疾人士

身残志不残的精神让她很受感动。

“我们以后会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帮

助扶贫帮困助残，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变得自强不息，让更多愿意帮助的人伸

出援助之手。” 社区主任黄秀华对记者

说。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陈文茜

本报6月22日讯 “建党90周年，发个

围脖祝福一下我们的党。” 一条条红色微

博在屏幕上闪耀， 其中，61岁老人写的这

条特别引人注目。

昨晚，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举行的

“红歌会”上，“微博分享红色记忆”活动引

得群众纷纷开微博， 写下自己的红色感

言。华银园社区61岁的朱淑云娭毑特意向

自己十多岁的孙子求教。

“微博的形式很好， 比枯燥的说教好

多了！”湖南工业技术职院的陈同学说，现

在他一上网就会关注街道微博里的新消

息，寻找新的红色故事。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陈文茜

残疾人编花一盆卖3000元

芙蓉南路社区助残新活动：善款作为助残扶弱基金

61岁老人

学发“红色围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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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技术全面呵护女性子宫

子宫肌瘤，又被称为“妇科第一瘤”。由于

子宫肌瘤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因此被医学界

比喻成隐埋在女性体内的“定时炸弹”。

近年来，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增高、并呈现

低龄化、年轻化趋势，引起医学界的高度重

视。 据悉，长沙 163 医院微创妇产科现开展

治疗子宫肌瘤的微创技术，能够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和个体差异，提供最适宜、最全面

的“个性化治疗”，为星城子宫肌瘤患者带去

真正的“福音”！

揭开子宫肌瘤的“狰狞面目”

五成以上女性的“噩梦”

子宫肌瘤， 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最常见的

良性肿瘤，在人类常见肿瘤排行中“榜上有

名”， 通常为 5％～50％， 近年来甚至高达

70％，数字令人咋舌。 子宫肌瘤主要由子宫

平滑肌细胞增生而形成，其确切的名称应为

子宫平滑肌瘤通称子宫肌瘤。

通常情况下， 子宫肌瘤更“青睐”于

30-50 岁的“妈妈级”女性。 但近年来，由于

受环境污染、 饮食结构改变等因素影响，子

宫肌瘤已呈现出低龄化、年轻化趋势，二十

来岁的女性患上子宫肌瘤并不鲜见，并且发

病率有进一步增高的趋势。 令人忧虑的是，

未育年轻女性容易因为子宫肌瘤而导致压

迫输卵管， 引发不孕或造成习惯性流产、早

产等严重后果。

症状多危害大 三类女性最易发

子宫肌瘤一般没有明显症状， 在盆腔检

查时偶然发现。 具体的症状与肌瘤生长部

位、 生长速度及肌瘤变性有密切的关系，与

肌瘤大小、数目多少关系不大。 最常见的症

状为月经改变，表现为周期缩短、经量增多、

经期延长、不规则阴道出血等。 也有其他一

些症状，比如白带增多、腰酸、下腹坠胀、乳

房胀痛等。 当子宫肌瘤较大时，患者可在下

腹部触及包块，或因压迫膀胱、尿道或直肠，

引起尿频、排尿困难、尿潴留或便秘，也可引

起不孕。

临床实践证实，子宫肌瘤常并发输卵管、

卵巢病变，也极易和子宫体腺癌和宫颈癌同

时存在， 是影响现代妇女健康的重要原因。

另外，由于子宫疾病引起的夫妻性生活不和

谐也是造成夫妻感情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内外均有调查显示，患有子宫疾病和子宫

切除的妇女，其离婚率较正常妇女高。 值得

重视的是， 这三类女性患病的几率最大：未

生育、夫妻生活失调和性情抑郁。

专家火速行动一解肌瘤患者燃眉之急

上周，本报对“一名肌瘤女性倾情讲述”

的报道，让很多星城女性对子宫肌瘤问题引

起重视， 许多人主动上医院做身体检查，一

周内接待的女性，比以往增长了 2-3倍。

体检查出子宫存在问题的女性不在少

数，部分女性情况紧急，需要马上治疗。长沙

163 医院微创妇产科对此十分重视，考虑到

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居多，加之夏初气温适

中，是治疗和手术的最佳时期，因此，长沙

163 医院微创妇产科当机立断，决定由擅长

治疗女性宫腔疾病的多位妇科专家组成专

家团，凭借各自过硬的临床经验，依靠医院

治疗子宫肌瘤的五大特色微创技术，针对患

者的不同病情、不同体质和不同需求，开展

“专家技术一对一”的特色诊疗模式，全力解

除隐埋在女性子宫内的“定时炸弹”。

专家亮绝活：根据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

治疗”

据了解， 长沙 163 医院微创妇产科现开

展治疗子宫肌瘤的微创技术，可依据患者的

年龄，症状程度，肌瘤的部位、体积大小、生

长速度、数目，造成子宫的变形情况，是否保

留生育功能以及病人和家属的意愿等一系

列因素，制定最佳诊疗方案，力求为各类子

宫肌瘤患者提供最适宜、最全面的“个性化

治疗”。

六月，星城即将迎来真正的融融暖意；六

月，对于不幸的子宫肌瘤患者而言又是幸运

的 -- 五大特色微创技术，将为星城子宫肌

瘤患者带去真正的“福音”！

消除“妇科第 1瘤” 要有“个性”

五大特色微创技术 治疗妇科肌

瘤的“金标准”！

微创手术之一：超微腹腔镜

微创手术之二：超导消融刀

微创技术之三：宫腔镜

微创技术之四：新阴式微创术

微创技术之五： 阴式手术 + 超

微腹腔镜

长沙 163 医院微创妇产科电

话 0731-82288163 或 登 录 网 址

www.fck163.com 咨询预约专家特

色诊疗。

相关链接

五大特色微创技术，治疗子宫肌瘤的“金标准”！

本报6月22日讯 听说过吃“霸王餐”

的，但百人吃“霸王餐”的场面您是否见

过？今天，长沙市含浦联丰村裕园小区，“X

记大食堂”就遭遇了“百人白吃”的震撼场

面。

白吃白喝故意找茬

老板娘戴女士回忆， 中午11时许，餐

馆进来了4名客人，他们打着赤膊，身上还

文着大片的文身， 一进来就点了十桌饭

菜。接着陆陆续续进来人，也大都是打着

赤膊、有文身的年轻人。不一会，上百号人

就挤满了餐馆， 没酒水就自己打开冰柜

拿，饿急了就直接跑到厨房端菜，现场一

下喧闹起来，戴女士说：“完全把这当自己

家了。”

上百人一直吃到快一点才散。老板娘

原以为结账后就可以休息了， 没想到，一

盆牛蛙引发了惊人后果。

吃到末尾，人渐渐走了，只剩下3个人

坐着。突然，其中一人发难：“怎么这桌少

了一盆牛蛙啊？”戴女士连忙过去，一边道

歉一边表示可以另做一盆，或者看看是不

是放错桌子了，在别的桌子上找找再拿过

来。 不想那人不依不饶地发起脾气来，抓

起旁边的椅子猛地砸在桌上，将圆桌上的

玻璃掀翻在地，盘子、碗筷碎了一地。

戴女士吓呆了。“没任何预兆就突然

开始发火，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应该是

故意找茬吃‘霸王餐’的人。”戴女士指着

店里的玻璃门，“他们掀了好几张桌子，还

不停地踢玻璃门， 嘴里大声骂着什么，但

我们不敢上前阻拦。”最后，这3人骂骂咧

咧地，大摇大摆走出了店门。

餐馆损失好几千元

等人都走光了，戴女士立即将现场用

手机拍摄了下来。戴女士保守估计，损失

有5000元。

“我们是80后自主创业， 才开业两三

个月，每天也就3000~4000元收入，这次

的打击太大了。”戴女士说，他们并未与人

结怨，发生这样的事情出人意料。

记者查看菜单，发现所点的菜都是店

里最贵的菜，很明显，这是一次有预谋的

“霸王餐”计划。

“当时， 我看到他们其中一些人在街

上晃荡，那样子看上去就像小混混，我想

着，该不会来我们店里吃饭吧？结果他们

还真就来了。”店里的伙计分析，那伙人应

该是随意选择目标，没想到自家店倒了这

么个大霉。

附近治安让人担忧

事后，戴女士拨打了110报警，50分钟

后， 含浦派出所民警赶到。“警察来得太

晚，人都走光了。”戴女士表示，附近治安

令人担忧，“就在3个月前，街对面的‘新疆

大盘鸡’餐馆也被小混混踢烂了门。”

■记者 彭可心

百人混吃“霸王餐”，老板娘吓呆了

分析：可能是随意踩点，吃哪家是哪家 担忧：裕园小区附近餐厅频遭骚扰

6月22日，长沙裕园小区附近这家餐馆，100多人吃“霸王餐”后留下成堆的空饮料瓶

和酒瓶。 记者 李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