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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2日讯 春节期间
打牌欠下几千元外债，为了筹钱
还债，19岁的健身教练王某竟然
决定铤而走险。2月15日晚，他从
长沙赶到株洲，戴着帽子、口罩，
走进位于株洲荷塘区红旗广场
的一家金行实施抢劫。 今日，记
者从株洲荷塘警方获悉，经过连
续奋战， 警方已于2月18日在娄
底涟源市将王某抓获。

被抢金行工作人员介绍，15
日晚上9点多， 一名年轻男子说
要给母亲买些首饰，还让店员推
荐。但是，该男子在店里挑选了
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拿定主意。

“不像是真心想买。”为保险
起见，心细的店员还拿出手机拍
下了男子的一些视频片段。

视频显示， 男子打电话时，
一直蹲在柜台边， 一手拿着电
话， 另外一只手抓着一些金器。
店员上前询问他是否需要购买，
并伸手打算接过首饰，谁知男子
转身拔腿就跑。被抢走的是一条
黄金项链和一只黄金手镯，价值
3万多元。

店员赶紧出门去追，但男子
很快朝附近公园的一处山头上
跑去，并消失了。店员马上拨打
了110报警。

接到报案后，警方24小时内
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王某今年19岁，在长沙一家
健身房担任健身教练，收入还不
错，家庭经济也不错。提及作案
动机，王某说，赌博欠了钱，一直
被人追债，因为不好意思向家人
开口，于是就想到了以前看过的
电影桥段，选择到交通便捷的株
洲下手。

目前， 王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肖翔

300斤!胖小伙每晚只能坐着睡
医生给他“另类”减肥，5天减重80斤 肥胖危害巨大，“肥”与“肿”区分有决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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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2日讯 “我开的是
自己的车，哪里犯法了？”男子将自
己抵押在当铺的汽车偷偷开走，面
对找上门的警察， 他还自认有理。
今日，株洲荷塘警方通报了这起盗
窃案的相关情况。

2月11日，荷塘公安分局月塘
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当铺老板贺文
（化名）的报案，称其一台抵押的宝
马车被盗。宝马车是孙贝（化名）于
1月18日抵押的，协议约定抵押款
4万元，手续费5000元，抵押期限
为20天。

月塘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立
马召集民警展开研判分析。

2月18日，民警在芦淞区解放
街一停车场内找到了这台宝马汽

车。民警急中生智，拨打了车上留
着的电话号码，假称不小心将车子
刮伤了。10余分钟后，一名身穿睡
衣的男子出现了，正是孙贝。面对
民警他叫嚣道，“我开的是自己的
车，哪里犯法了”。

孙贝交代， 眼看着抵押期已
到，而身上没钱赎回车子，就用备
用钥匙将车开走。为了防止贺文怀
疑自己，孙贝用自己的两个微信编
造了车子被贷款公司开走的假象，
企图瞒天过海。

目前，孙贝因涉嫌盗窃被依法
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
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善海 刘肖翔

本报2月22日讯 27岁
的林小乐（化名）是一个爱美
的女孩， 即使寒冷天气也衣
着单薄，“只要美丽不要温
度”。最近，长沙连续阴雨低
温天， 林小乐没有注意防寒
保暖，加上年后上班，室外温
度较低， 没几天就发现自己
双手的指关节青紫肿胀，并
且疼痛难忍。 到长沙市中心
医院就诊后被诊断为“混合
性结缔组织病”，属于风湿免
疫疾病的一种。

最近长沙气温低雨水多，
“爱风度不爱温度” 的年轻人
很多， 导致各种身体健康状
况。医生提醒，市民应做好防
寒保暖，谨防风湿病找茬。

双手青紫肿胀
竟然是风湿病

2月20日，林小乐来到长
沙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门
诊就诊， 风湿免疫科副主任
医师罗徐看诊发现， 患者的
双手手指青紫肿胀非常明
显。 医生结合林小乐的病史
检查发现，她患有“混合性结
缔组织病”，这是一种风湿免
疫疾病。

这是因为低温气候使得
皮肤和手指末端“本就有缺
陷”的毛细血管堵塞程度加
重， 加剧了手指的缺血，人
体组织失去血液供应，导致
皮肤和手指、脚趾的溃疡和
坏死。

风湿免疫疾病包括关节
炎、痛风、类风湿关节炎、硬
皮病、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等。
对于这类疾病来说， 寒冷天
气属于“公敌”。

罗徐表示，一般来说，经
过合理而规范的治疗， 绝大
部分类风湿关节炎、硬皮病、
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系统性
红斑狼疮等患者都可以得到
好转，当病情稳定之后，关节
及皮肤的缺血、肿痛和僵硬，
都会明显缓解。 在这个基础
上， 医生对患者进行生活方
式和保暖措施的指导， 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关节的疼
痛不适。

爱美也要
注意保护身体的健康

丝袜、短裙、靴子，或者
裤脚挽起， 虽然近月来长沙
天气寒冷， 但大街上随处可
见这样爱美的女性。 这样的
打扮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不
少女性因此患上关节炎。

罗徐强调，寒冷天气，市
民要注意保暖， 以风湿免疫
疾病患者为例， 要穿足够的
衣服和裤子， 尽量多层而宽
松。 前胸后背一定要穿得暖
和，双手戴厚全指手套。大腿
膝盖、 踝关节必须要严密遮
盖，可以使用护膝、护踝等。
大棉衣、棉裤、棉鞋都是最好
的“装备”。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秦璐

本报2月22日讯“每走几步路
就要休息一下，晚上只能坐着睡，最
严重时一天顶多睡1个小时。”今天，
小钱告诉记者， 他最胖的时候到了
304斤， 一般的病床都快住不下了，
别的医院都不敢收治。 送到医院时
他已经呼吸困难、心脏功能下降，最
严重的是全身水肿，双下肢甚至“有
水溢出”，情况非常吓人。

医师张乐发现， 小钱并不是
胖，而是因为心衰导致的肿。经过
医护人员的治疗， 小钱5天内“另
类”减肥了80斤。

突然增肥100斤
家人以为只是感冒

31岁的小钱很少锻炼，170厘
米的身高一直保持着200斤左右的
体重。

最近他又开始发胖了，只是这
次“长胖”的感觉与以往不大一样：
开始有些咳嗽、嗓子哑、气喘，家人
以为只是普通感冒， 就给他吃了
药。没想到症状逐步加重，很快开
始呼吸困难，只能坐着睡觉，最严
重时一天顶多睡上1个小时。

家人这才慌了神，立即将其送
至汨罗当地医院治疗，一查竟发现
了大问题， 小钱心衰指标严重升
高， 心脏运动功能下降一半以上，
双下肢“有水溢出”，当地医院马上
送他到湖南省人民医院就诊。

该院心内三科通过心脏超声
等详细的检查，发现小钱最近长胖

竟是心衰导致的水肿。

5天减重80斤
“肥肿难分”应怎么区分？

300多斤的身体怎么“瘦身”？
与传统控制饮食、运动等方法不一
样，湖南省人民医院心内三科给予
小钱扩血管、利尿、强心等治疗，为
他抗心衰，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短短
5天时间，这种“另类”的方法帮小钱
减重达80斤。他表示，“瘦下来”后整
个人都轻松了， 能像平时一样生活
自理，晚上也能平躺睡觉了。

张乐医师提醒， 随着人们饮
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肥胖
的人越来越多, 不可忽视的是许
多人还盲目地认为肥胖不一定是
病，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美国科
学家发现， 即使是中等程度的体
重超重或肥胖， 也会增加导致心
力衰竭的危险。

“虽然我们常说肥肿难分，但其
实区别是肥还是肿是衡量是否需要
来医院治疗的指标之一。”张乐医师
表示，引起浮肿的原因有心衰、肾功
能不全、 低蛋白血症等， 若出现乏
力、气促、胸闷、尿少等症状，需及时
来医院就诊。 而肥胖的人除了行动
迟缓外， 没有其他明显不适应，“最
简单的区分方式就是， 用手按压面
部或者是身体其他有骨突的部位，
如果按下去肌肉不能马上回弹，就
是水肿，能迅速回弹的，就是胖。”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蓉荣

宝马抵押当铺又偷偷开走，男子被拘
开自己的车不犯法？ 民警：这是盗窃！

张乐医师介绍，肥胖导致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像小
钱这种情况，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1）肥胖的患者由于要保证肥胖
身体组织器官的血液供应，心脏将“拼命”地工作，最终将导致心脏
壁增厚，即医学上所说的心脏肥大；（2）肥胖还可引起左心室质量增
加，左心室肥厚，如果合并高血压会进一步加重心室肥厚、左室舒张
功能减退，心力衰竭的风险增加；（3）肥胖患者容易发生代谢异常，
高血脂、高血糖等，会导致血管壁损伤、血管狭窄，心肌供血减少；
（4）肥胖可以促进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过度激活和交感神经活
性增强；（5）肥胖本身对心肌细胞有直接损害的作用。

“要风度不要温度”
女子患上风湿病
医生提醒：爱美，也要注意保护身体健康

19岁男子欠债抢金店
动手前被店员拍了照

肥胖为什么导致心衰？

医生正在对小钱进行检查。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