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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龄龄产产妇妇更更要要做做好好早早产产预预防防
专家：早产原因很复杂，预防从备孕前就要开始

学童放学未回家

家长害怕忙报警

本报济宁2月28日讯（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李广华）
开学首日孩子竟然迟迟未回

家，苦寻无果的家长无奈到派
出所寻求帮助。民警经过三个
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在一同学
家中将放学后跟随前去做功课
的孩子找到。

“我孩子放学后找不到了，
才7岁，请帮我找找孩子！”2月
23日下午6点，一中年男子急匆
匆地跑进汶上县南旺派出所值
班室请求帮助。值班民警询问
情况后得知，男子为辖区杏林
村的张某，其女儿琪琪（化名）
在南旺镇中心小学上一年级。
当日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张
某眼看早过了放学的时间，别
的孩子都回家了，自家的琪琪
却还不见身影，于是害怕起来。

得知这一情况后，南旺派
出所副所长周小峰立即联系学
校方面查询孩子下午上课情
况，同时安排人员到街面寻找。
经过学校方面反馈信息：孩子
上学期间一切正常，下午四点
半放学后就自行离开学校，并
无异常情况。民警经过查看学校
门口监控视频，也证实了这一情
况。民警初步判断孩子应该不会
有什么不测，因新学期开学第一
天，经与家长交谈，得知家长没
有给孩子交代清楚放学后必须
回家。考虑到孩子年纪小，寒假
中的“玩心”有可能还没“收回”。
民警果断调整思路，安排人员到
孩子同学家中寻找。经过多方努
力，终于当日晚上9点在邻村一
同学家中将放学后自行跟随同
学回家做功课的孩子找到。

聊大法学院

寒假走基层

本报聊城2月28日讯（通
讯员 赵坦 葛馨新） 聊城
大学法学院在寒假期间组织青
年大学生深入基层开展以“明
法修德济天下”为主题的社会
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
利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

寒假期间，大学生志愿者
重点帮抚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残疾人等群体。还先后开展了

“安全燃放烟花爆竹”“春节期
间 平安出行”等活动，这些活
动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
也全面提高了大学生们自身的
思想道德素质。

““蹭蹭””厕厕所所被被质质问问竟竟打打伤伤保保安安
兖州一男子太冲动赔了两万还获刑

本报济宁2月28日讯（记者 姬生
辉 通讯员 杨超 王传东） 李某在
兖州一售楼处工作，他工作时常去附近
宾馆“蹭”厕所用。当被宾馆值班保安质
问时，李某一气之下竟挥拳将保安打伤。
近日，李某被兖州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2015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刚上班
的李某又像往常一样去附近的一家宾馆
上厕所。他解完手出来，正用洗手间的抽
纸净手，值班保安何某走到他近前，询问
他是住宾馆的客人吗，李某回答说不是。
何某称这样的话就不能用宾馆的厕所和
纸，李某争辩说宾馆厕所是公用的、为何
不让用。

保安何某让李某抓紧离开，李某很
生气，故意从一侧墙上纸盒里连续多抽

了几张纸，何某于是训斥他浪费纸张。闻
讯赶来的大堂经理也让李某赶紧离开，
随后三人产生激烈争吵。何某上前拽李
某时，李某用拳头猛地击打了何某的面
部，致其鼻子出血。后经法医鉴定何某双
侧鼻骨粉碎性骨折，评定为轻伤二级。

冷静后的李某意识到自己犯下大
错，事后主动向何某赔礼道歉，并赔偿其
治疗费等经济损失2万元，获得何某谅
解。2016年1月，兖州区检察院以故意伤
害罪将李某指控至兖州人民法院。经法
院审理认为，李某因借用宾馆厕所遭到
管理人员询问，本该和和气气地予以解
释，却不听劝阻、继而动手打人致人轻
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事后，李某主动赔
礼道歉并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可从宽处
罚。最终法院做出上述判决。

本报青岛 2月 2 8日讯（记
者 张晓鹏 通讯员 武峰

乔俊杰）青岛男子朱某从网
上购买了一套专门“偷”银行
卡的设备，他负责在ATM 机
上安装偷拍密码摄像头，然后
再从网上让设备出售方帮自
己复制银行卡。朱某在连续作
案数起后，近日被青岛市北警
方当场抓获。

今年2月起，青岛合肥路派
出所先后接到报警，称自己的银
行卡莫名被盗刷，这些受害人有
个共周点，都曾持卡到黑龙江南
路杨家群丽景苑门前的ATM上

操作过。合肥路派出所民警于是
联系了该ATM机所属银行，调
取了案发前后每一名到取款机
上操作的人员的监控录像，经仔
细比对，发现有一名男子除了正
常操作外，还在插卡口和键盘挡
板的地方做了些不合常规的“小
动作”，这名男子有重大作案嫌
疑。民警分析这名男子很可能还
会再次出现，便加强了对这一路
段附近的巡逻。

24日18时45分，正在辖区
巡 逻 民 警 接 到 报 警 ，称 这 台
ATM机前有可疑人员出现，像
是在安装摄像头。接警后，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当即上前将该男
子控制，然后将该男子带回派出
所进一步审查。

经了解，该男子姓朱，今年
3 5 岁，青岛本地人，无固定工
作。面对民警的质询，朱某一开
始很不配合，但当民警从他身
上搜出摄像头和读卡器等物
品时，朱某终于交代他的犯罪
事 实 。朱 某 今 年 1 月 初 ，以
11000元钱的价格在网上购买
了一套盗取银行卡信息的设
备 ，并 与 卖 方 约 定 他 负 责 到
A T M 机 附 近 踩 点 和 安 装 设
备，卖方负责读取朱某盗取的

银行卡信息和复制银行卡。一
个多月以来，朱某多次在晚上
到这台ATM机上安装银行卡读
卡器和偷拍密码的摄像头，第二
天再偷偷将已盗取了客户银行
卡信息的设备取下，并通过快递
方式将设备邮寄给卖方，卖方复
制好银行卡后，将复制的银行卡
和设备再邮寄给朱某，朱某再用
复制的银行卡提现。

朱某供述，截止到被抓获，
他共窃取他人银行卡信息十余
条，复制数张他人银行卡，并成
功提取现金4700元。目前，案件
正在一进步审查中。

同同台台AATTMM多多名名用用户户存存款款莫莫名名被被盗盗
原来有人偷偷在机器上做了手脚，嫌犯目前已被抓获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护理“必须高度精细”

“要想让这么小的孩子活下
来，必须进行高度精细化护理。”
28日下午，山大二院新生儿科
主任薛江告诉记者。

去年3月，该院曾救治过菏
泽早产的四胞胎兄妹，当时4个
孩子中，体重最轻的仅500克，
只有成人巴掌大小。经过120多
天治疗，包括“巴掌男孩”在内的
这4个兄妹，全部健康出院。

薛江说，四胞胎转至该院
时，存在低血钾、低血钙、凝血功
能障碍等情况，最轻的男婴同时
伴有房室传导阻滞，“可以说情
况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出
现严重后果。”

由于吸吮，胃肠蠕动及觅食
反射不健全，生活能力低下，早
产儿生长发育所必需的热量及
营养物质，需要从肠道外进行供
给，这样才能维持孩子正常的能
量代谢和生长发育。由于缺乏脂
肪覆盖，早产儿必须被安置在专
门的保温箱中，才能维持生命所
需体温。同时因皮肤极为细嫩，
早产孩子很容易造成损伤及感
染，“需要靠人工模拟出婴儿在
宫内的环境。”

“常人打针时需要贴胶布，
但小小的一片胶布，就可能造成
早产儿皮肤损伤乃至感染。”薛
江说，必须有技术和责任心极强
的医护队伍，进行24小时不间断
护理，才能维持孩子的生命运行，
当时救治菏泽“巴掌男孩”时，该
院就曾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帮助

“巴掌男孩”顺利闯过呼吸关、感
染关、喂养关等关口，使之成为国
内成功存活的最低体重儿。

牙周炎都可能致早产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般将妊
娠满28周至不足37周间分娩称
为早产。

专家介绍，现代人普遍压力
较大，加之环境、食品等外在因
素影响，“孕妇出现早产情况有
增加的趋势。”

当然，与之相伴随的是早产
的救治率及成功率也越来越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对
早产掉以轻心。

“早产的原因很复杂，既可
能跟母体自身有关，同时又可能
与孩子有关。”薛江说。

据了解，目前所说早产，一般
分三种情况：自然早产，胎膜早破
导致的早产和治疗性早产。而孕
期或孕前感染并且未得到及时处
理，成为早产的重要原因。

“比如有的孕妇患有生殖器
炎症，或者发生全身性感染，最
后都可能导致早产。”薛江表示，
一些牙科疾病甚至牙周炎都可
能导致早产。

他提醒，如果孕妇在怀孕期
间发生全身感染和生殖器感染，
切勿因为害怕抗生素给孩子带
来不利影响而不去治疗，“拖到
最后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此外，还有一些因为孕妇身
体出问题，而不得不早产的情
况。“去年我们还救助过一个500
克的早产儿，因为他母亲得了妊
高征，如果不早点让他出来，最后
妈妈的命可能都保不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羊水过多和

多胎也会导致子宫过度膨胀，宫
缩提前，早产可能性会更大些。

“多胞胎在子宫内往往会互相争
夺养料，导致宫内环境恶化，从
而导致早产。”薛江说。

预防早产，需要从备孕开
始，“要注意合理饮食，并有一个
好的体魄。”薛江提醒，一旦怀
孕，就要定期做产检，特别是高
龄及习惯性流产的女性，更要让
问题能“早发现，早处理”。

孕妇还要注意改善生活环
境，增加休息时间，并保持心境
平和，“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
加上定期产检并保持好的心态，
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早产的发
生。”专家最后表示。

关注极小早产儿

齐鲁晚报2月28日报道了省千佛山医院出生的530克极小早产儿的消
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目前，这个孩子并未脱离生命危险，仍静静躺在医院
保温箱中。早产的孩子该如何救治？全面二孩时代，已经或准备要孩子的妈
妈们，又该如何预防早产？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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