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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葛丽亚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很多高
龄妈妈也开始跃跃欲试，不少人还
搬出一套理论：老辈人都是生到不
能生为止，现在条件好了，年纪虽
然大，但是再要个孩子应该没问
题。事实真的是否如此？前不久，
记者在县妇保院采访听到了一起因
高龄怀二胎引发的悲剧。

家住城区的丽丽（化名），今
年 40岁了，已有了一个女儿。二
胎政策一放开，全家都动员丽丽再
生个孩子，丽丽也心动了。努力了
好久，终于听到喜讯，全家更是把
丽丽当大熊猫一样照顾，生怕有个

闪失。怀孕四个月时，丽丽在家人
陪同下来到县妇保院检查，发现是
中央型前置胎盘，羊水少、胎儿心
脏有问题，肾脏也只有一个。主治
医生建议丽丽终止妊娠，但丽丽舍
不得，就去上级医院检查，跑了多
家医院，检查结果一致：胎儿染色
体有问题。但抱着侥幸心理，丽丽
全家坚决不放弃，医生无奈，只能
尊重丽丽的决定，嘱咐其加强孕期
检查。丽丽为了顺利生下这个孩
子，宁波、杭州来回跑，好不容易
到了 36周，到宁波市妇儿医院分
娩，发生产后大出血，经过医护人
员全力抢救，切除子宫后总算捡回
一条命。而她拼死生下的二宝却因
严重的多发畸形，没能活过7天。

省妇保下沉专家、县妇保院围
产保健部常务副部长梁朝霞主任告

诉记者，从遗传学说，女性最佳生
育年龄是 25-29 岁，医学上把 35
岁及 35岁以上妇女妊娠称为高龄
妊娠，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改
变，“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
高龄孕妇占比不断上升，母子合并
症及并发症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适
龄孕产妇。梁朝霞主任说，高龄孕
妇卵细胞质量下降导致流产率增
加，发生胎儿畸形的危险性也明显
增加，有文献报道了不同年龄组
21-三体综合征的发生率:30岁孕妇
发生率 2.16%,35岁上升至 5.12%,40
岁上升至 15.12%；除染色体异常
所致的胎儿畸形以外,还可出现无
脑儿、脑积水、心脏畸形等其他先
天畸形，同时还可能发生早产、胎
儿窘迫、甚至死胎等情况；母亲孕
期并发症也明显增加，如妊娠期糖

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前置胎
盘、产后出血等。

“当然高龄妈妈也不用过分恐
惧，防患未然相当重要。”梁朝霞
主任建议，准备要二胎时，首先要
到妇保院或计划生育指导站进行孕
前检查，检查夫妻双方的健康状
况，各类急性疾病及时治疗后再怀
孕，慢性病要经过充分的评估是否
能安全度过妊娠期，与主检医师探
讨决定；其次要接受膳食和生活方
式指导，调整体重至适宜水平，均
衡膳食，常吃含铁丰富的食物，孕
前3个月补充叶酸，禁烟酒，保持
健康生活方式。发现怀孕要及时建
卡，做规范的各项检查。发现异
常，及时进行产前诊断，尽量降低
各种不良情况的发生几率，安全度
过孕产期。

高龄要二胎应慎重
40岁产妇冒险“涉孕”，不料产后大出血，孩子因严重的多发畸形没能活过7天

科教模型大赛
丰富幼儿生活

日前，宁波市幼儿科教模型通讯
大赛在我县桥头胡中心幼儿园拉开帷
幕，该园共有57名幼儿参加大赛。
通过科教模型为载体，解放幼儿的创
造力，把行与知、手与脑统一起来，
不仅培养了幼儿创新、竞争、拼搏、
合作的能力和非智力素质，也丰富了
幼儿的科学经验，鼓励更多的幼儿体
验科技魅力。据悉，桥头胡中心幼儿
园还在市科技体育运动会、市幼儿模
型比赛、市纸飞机大赛等活动中，取
得多个奖项。

（记者 何莎莎
通讯员 胡一宁 马阿苏 摄）

杏树国学班复课

3月17日，杏树国学班在停课近一年后终于复课，50余名来自实验小学、金
桥小学等学校的学生及部分家长参加了学习。

杏树社区于2004年7月成立杏树国学班，学习《论语》、《弟子规》等传统
经典文学，免费授课。2016年6月，因西门棚户区改造，社区周边拆迁，考虑到
学生出行不便以及存在的安全隐患，杏树国学班停课。此后通过与县社区教育学
院的共推共建，于今年3月17日重新开课，同时，经过多方努力，金桥小学、社
区教育学院、跃龙诗社等单位的老师们加入义教，义教队伍得到壮大。

(通讯员 胡娅芬 李奇奇 摄）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周溥佳）“虽然每天都收
看天气预报，但是天气预报是怎么
制作出来的，用什么设备来进行观
测，借着这次活动，终于解开了心
底的疑惑！”3月 23日是世界气象
日，宁海县气象台 18日上午举行
气象开放日活动，吸引了几百名市
民参加，不仅小朋友玩得高兴，家
长也表示收获颇丰。

活动通过展板宣传展示、气
象专家专题讲解、观看今年世界
气象日主题科普宣传片、互动问
答等环节，让家长和学生深入了
解气象预报知识，也增强了气象
灾害发生时的避险意识。参加活

动的小朋友听得认真，家长们则
不断向气象讲解员提问，还忙着
拍照留念。不少家长表示，这一
活动不仅让小朋友们拓宽了知识
面，自己也收获了不少知识，对各
种云状、天气现象以及天气预报
的制作过程都有了更直观的了
解，也希望气象部门多开展类似
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气象知
识。五年级学生腾腾平时对科普
知识非常感兴趣，在报纸上看到开
放日的活动后，立即给自己和妈妈
报了名。“以前我一直挺纳闷为什
么天气预报总是和现实有点不一
样，通过专家的讲解我才知道，原
来天气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

气象开放日：

市民零距离探寻气象奥秘

福彩七乐彩，幸运自然来！3月 17日，福彩“七乐彩”为宁海彩友
带来一个大惊喜：当晚开奖全国爆出三个一等奖，其中一注高达130万
余元的“七乐彩”一等奖花落缑城。中奖彩票由位于宁海县跃龙街道
华丰路1号33021429福彩投注站售出，而幸运彩民则以一张72元的复
式票喜获了该大奖。这是近五年来宁海中出的第二注“七乐彩”头奖，

2013年 10月 4日宁海一彩民
曾收获 223万元的“七乐彩”
头奖。

购彩是爱的奉献，中奖
不是惟一目的，但大奖会在
不经意间回报彩民的支持和
厚爱。期待幸运之神再次降
临，宁海彩民能继续收获惊
喜、斩获大奖。

（黄淑琼）

宁海一彩民喜获
福彩“七乐彩”130万大奖

西大街南1#地块签约公告
西大街南1#地块房屋征收已于2017年3月1日开始签约，

期限三个月。为尽早达到80%的签约生效比例，请各位产权人

尽早随带房产证、土地证、身份证等相关证件来签约。

联系电话：0574－65577050
签约地点：东大街88号二楼210室

宁海县城市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房屋租售遗失启事

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5：0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5楼517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梁钿钿和吴腾江的女儿吴雨乐出生

证遗失，编号：O330354657，声明作废。

梁钿钿

遗失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房
屋保险保险单副本一份，保单号：
I0900014005，声明作废。

许必强
遗失毕业证书一份，证书编号：

103435201406000848，声明作废。
李小琳

叠墅出售
位于上东国际 2 套叠墅出售，白

坯，一二层带地下室及花园，三四层带

阁楼及露台，价面议。

电话：13906606022

房屋出租
位于宁海上桥路口百源公寓二楼有

1500㎡房屋出租，可做办公、公寓、网吧

等，有意者电话联系，价格面谈。

电话：13906845650（王先生）

厂房出租
位于梅林三军庄马路边厂房出租，

2300㎡，交通方便，租金面议。

电话：13906845537

套间出售
位于学南家园有一套间出售，113

㎡，精装修，价面议。

电话：13586739186

变压器转让
因换大功率变压器，急转让树脂绝

缘干式 100KV变压器。有意者电话联

系。电话：13806657739（谢）

涧泉

跟朋友聊天，说起她老公的黑
色奔驰一到婚礼旺季就不是他自己
的了，不是这个朋友借，就是那个
朋友借，要不就是朋友的朋友，他
哪里想得到，自己压根儿就是买了
辆婚礼专用车，还是免费租借的，
虽然苦不堪言却又不能驳朋友的面
子，偶尔有个擦碰什么的，心疼归
心疼还不能跟朋友计较，否则倒显
得自己小气了。她老公的朋友们似
乎都不把自己当外人，隔三岔五手
头紧借个万儿八千的周转一下，还
有问她借IPAD的，说要出差想下
点电影看看，你说她好意思不借
吗？！说来说去，吃的都是不懂拒
绝的亏。

这事不独宁海有，还颇具中国
特色的。这不最近有一位 84 岁的
老父亲给媒体写信，希望能帮其
54 岁的儿子找到一份理想的工
作，这位老父亲说：儿子的事情弄
不好，他死了都不放心，现在也不
敢请保姆，靠自己拄拐杖行走，就
怕自己请了保姆，就没力量 （钱）
去帮助儿子了。还有杭州的两位母
亲，帮孩子相亲后成了亲家，没想
到，时隔3年又在同一地点给各自
离了婚的孩子相亲，结果冤家路
窄，这两位 60 多岁的前亲家打进
了派出所。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
事，朋友的东西借来用用又何妨；
50 多岁的儿子终究是孩子，四肢
健全、头脑发达，找不到顺心顺意
的好工作，80 多岁的老父养得心

甘情愿、肝脑涂地；孩子相亲结婚
离婚家务养娃家长一手包办，夫妻
不睦还是家长负责制，大打出手，
闹上法庭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其实
归根结底，还是模糊的界限感惹的
祸。

西方社会，每个人从小都被教
育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
选择买单。人与人之间有很明确的

“界限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欠你什么，想得到就要付出；你的
行为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掌握了“界限感”你就会明白，再
亲密的伴侣也得保持一定的距离，
给对方独立的空间，才能好好相
处；想跟别人愉快地做朋友，就不
能强人所难；想让孩子具有独立的
人格，就不要“情感绑架”。而在

我们这里恰恰走向了反面。本不应
该自己承担的，却不会说“不”，
本应该自己承担的，却又常常把责
任推给他人。“我都是为你好”、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这点忙都
不帮还是朋友吗”……这是没有界
限感的人最常见的思维方式，给别
人带去不便不适不痛快，而保不准
自己什么时候也会成为受害者。明
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事是别
人的事，守住自己的界限，也不要
侵犯他人的界限，让界限感清晰起
来，才能悦己悦人。

别把自己不当外人

【街谈巷议】
跃龙街道华丰路1号33021429福彩投注站

【本周关注】

招生QQ：18067179930 招生热线：65206392 18067179930
宁海电大招生处微信号：nbnhtvu 宁海电大网址：www.nhtvu.net.cn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宁海学院是省示范性
县级电大，现有专职教师25人，外聘老师30
人，在校本、专科学历教育学生近3000人。学
校现代教育设备先进，教学管理规范，课程设
计科学，教风学风良好，是您业余本、专科学历
进修的首选学校。2017春季宁海电大远程教
育合作高校最后热报，欢迎报读！

宁海电大宁海电大20172017春季招生公告春季招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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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院长温馨提示：读书要趁早！选择很重要！

报名地址：宁海电大6号楼4楼招生处（斗门路122号，电大北大门进）

合作高校：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专业设置：
行政管理、会计学、法学、工商管理、机械

制造与自动化（含数控技术方向）、学前教育、
旅游管理（含酒店管理方向）、国际经济与贸
易、建筑施工与管理、社会工作、护理学、药

学、公共事业管理、英语（经贸方向）、汉语言
文学（含师范方向）、市场营销（含互联网营销
方向）、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
工程(工程管理)、保险、财务管理、工程管理
（含建造师方向）、物流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
程、船舶工程技术、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心
理学、美术教育、师范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