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谁动了她的好! 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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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别人家的小孩$结
婚已

!

年多的赵女士心里就一阵
地痛 %

"##$

年时赵女士曾怀过
孕$ 就在她准备迎接新生命时$

却在做产检时被告知胎儿发育
不良$必须终止妊娠% 当时$由于
经济条件所限$赵女士在一家小
诊所做了人流手术$却没想到这
次人流手术让她经历了两次清
宫手术% 而且此后赵女士发现$

自己每次来月经都会痛经&下腹
坠胀&腰骶部疼痛% 她在一家小
诊所治疗一段时间后仍不见效$

就放弃了治疗 % 然而三年过去
了$赵女士再也没怀上孩子

%

这才
慌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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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警惕盆腔炎引起不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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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朋友介绍赵女士来到了东方女子医院$

找到了不孕不育科的宋敏主任% 详细检查过
后$赵女士被告知$她由于人流不全$两次清宫
导致感染$引起盆腔炎症$加之没有进行及时
有效的治疗$长期的炎症浸润$使赵女士的双
侧输卵管阻塞及宫腔粘连$ 造成了她长期不
孕% 赵女士得知这一结果后很是担忧$没想到
自己的疏忽延误了治疗时机$很担心以后再也
无法怀孕% 宋主任安慰她说$只要找准病因对
症治疗$怀孕的希望还是很大的%随后$宋主任
为赵女士制订了一套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先运
用三维绿色疗法治疗盆腔炎后$再由以董长江
教授为首的医院权威专家组$为她实施了宫腹
腔镜下宫腔粘连分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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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丝介入输卵管
疏通术%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相信不久赵女士
就能实现她的育儿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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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主任介绍$ 盆腔炎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病$

但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对其不太了解$甚至不知道
什么是盆腔炎%由于慢性盆腔炎的患者全身症状不
明显$很多女性对此并不重视$认识不到它的危害
性$所以治疗也不及时$以致由盆腔炎导致的不孕
症时有发生%

盆腔炎分急&慢性两种$是指女性盆腔生殖器
官&子宫周围的结缔组织及盆腔腹膜的炎症% 炎症
可局限于一个部位$也可几个部位同时发炎% 急性
盆腔炎起病急$一般有明显的发病症状% 当急性炎
症未能彻底治疗时可转变成慢性%慢性盆腔炎会导
致输卵管僵化或阻塞$使其不能正常输送精子与受
精卵$导致女性不孕% 因此女性朋友一定要引起重
视$一旦发现症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以免贻
误治疗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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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 严打"期间$北京青年
牛玉强因为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并
打了一架$ 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
缓(

"#

年前$ 身患重病的他被保外就
医(

!

年前$由于超时未归$他的刑期
被顺延% 他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服刑
至
"#"#

年$ 而流氓罪在
)*

年前就已经
从刑法中删除% 牛玉强将成为中国最
后一个! 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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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宁波晚报+,

efg<ghijI klVmn

*opqrS stuvwxIyz{|

}~��rkl*�����<��q

�*���������FS

�^�g����I��g��

��e���*��I��^J<� 

¡¢£¤¥¦§¨*¨©ª«¬ �

®q¯°8q±²I³<==ra´

*µ¶IJra´*·¸ES

r¹vº»¼��½¾�¿*À

NIÁÂ�8ÃÄÅÆ�eI_ÇÈ

ÉI�Ê��e�����Ë,ÌÍS

�*·¸EIVÎ�gr���*

�FÏÐ¹ÑÒ

世相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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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零时许$宁夏吴忠市市委&市政府向
新华社记者通报$决定纠正利通区公安分局跨省

刑事拘留王鹏错案$并处理了有关责任人% 吴忠
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本案件负有直接领导
责任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利通区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利通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何泽祥
予以免职% ) 详见今日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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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平等还要误读多久

主流评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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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省刑拘"问责了! 招考猫腻"呢

!"#" ! $! " % # $%&

河南商报

每日一句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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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逼细菌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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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娄底一中英语老师谭胜军给学生下
跪之事$引发关注% 谭胜军称下跪向学生认错$

是为了感动学生$ 并不是网上流传的来自学生
家长的压力% 惹事学生则说$老师应该列入服务
行业$学生就是上帝$是来享受服务的%) 详见今
日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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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宁夏出现超级耐药细菌$能
抵抗绝大多数抗菌药物% 据称$在印度和
中国$耐药菌在菌群中已经占

F#GH$#G

$

而在瑞典&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还不
到
FG

% 这一状况与中国大量使用抗生素
药物有关%) 详见今日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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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慈悲能否为
最后的! 流氓"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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