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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金理财1万起步，预期年化收益率4.2%！新资金理财1万起步，预期年化收益率4.2%！

理财先锋刊登电话：0571-85311064

多款理财产品同期销售，详细产品信息可查询我行官方网站：www.jsbchina.cn。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重点产品推荐：江苏银行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 万起存，利率可达 3.85%。保本保息,纳入存款保
险。当日起息资金使用率更高!

多款理财产品同期销售，详细产品信息可查询我行官方网站：www.jsbchina.cn。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重点产品推荐：江苏银行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 万起存，利率可达 3.85%。保本保息,纳入存款保
险。当日起息资金使用率更高!

特别提醒：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财溢融D3提升
B34(特定客户）

聚溢融D3新客34

聚溢融D3新资金
34

产品
天数

91

91

91

起步金额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4.30%
4.20%
4.20%

产品募集期

2020.8.12-2020.8.18

2020.8.12-2020.8.18

2020.8.12-2020.8.18

产品起息日

2020.8.19

2020.8.19

2020.8.19

产品到期日

2020.11.18

2020.11.18

2020.11.18

我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营业场所地址已变更，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杭州
转塘支公司

业务范围：各类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中
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
保业务；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
务；开展保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
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许可证编号：0246883
机构编码：000020330106
机构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湖国际茶博城

10号楼412、414、416室
邮政编码310000，负责人：邱莎
联系电话：0571-56376962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0年4月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

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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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保险许可证公告

一位 50 多岁的体态臃肿的男性患者和妻子一

进诊室，从皮制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检查单，开始向晁

医师念叨起来：“我辛苦忙碌了大半辈子，本想开始

享福，但近 3 年来，总感觉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

来。”

“您晚上睡眠怎么样啊？”晁医生问。

“我睡眠真的还不错，每天晚上10点就睡了，一觉

睡到天亮。”男患者说。

一旁的妻子说话了：“是啊，医生，他晚上睡得可

好了，呼噜打得震天响，一般睡不好的都是我。”患者

说，自己最近乏力感越来越明显，一天到晚总想睡

觉，有时候跟人说话或者长途开车时都会打瞌睡。

“家里人还说我的记忆越来越差，各个检查做了一遍

又一遍，医生您得帮我仔细看看呀！”

“那您先生每天晚上都打呼噜吗？”

“是啊，都打了好多年了，特别厉害。有时候呼

噜打着打着突然没声音了。”妻子说。

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晁冠群副主任医师解谜：

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重度低氧血症，就是

在睡眠过程中出现了呼吸暂停，引起间歇性低氧血

症伴高碳酸血症以及睡眠结构紊乱。

每天睡七八个小时
白天还是没精神

他睡眠时呼吸间歇暂停
25 岁的菁菁今年上研二。一天晚上，

菁菁的男朋友正在熟睡，突然身边的女朋

友从噩梦中惊醒，然后就开始说一些没头

没脑的胡话：“她说她梦到母亲病重，四重

天、五重天之类的胡话，我一句都没听懂，结

果第二天她自己却不承认说过那些话。”

男朋友说也就是从那次噩梦之后，菁

菁整个人就变得不太正常，除了总是说一

些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时而大哭时而大

笑，而且还开始出现莫名其妙地学习鸡鸭

等小动物的叫声。送入医院后，她出现全

身抽搐症状，体温升到 40℃，心跳达 160

次/分钟，肚子有时候突然胀大起来就跟吹

气球一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癫痫中

心副主任王康主任医师解谜：

自身免疫性脑炎（简称“自免脑”）。

经过全身筛查，在菁菁右侧的卵巢上

长有一个呈脑组织形态的畸胎瘤。导致菁

菁身体产生某种抗体，抗体对正常的脑组

织产生了伤害，导致她下丘脑功能紊乱，出

现体温异常升高，口水过度分泌等症状，和

一系列神经功能和精神障碍。

一会哭一会笑
肚子胀得如气球

女友卵巢上长“脑”
二十多岁的小朱和小李是同事，相约

运动健身，重塑身材，便到健身房“加练”，

现场比起了体能。

俩人先是比深蹲，各做了200多个，后

各种器材都轮流“上演”猛练了一番。结果

第二天，俩人同时发现自己的小便呈酱油

色，双下肢酸痛难忍、行走困难。

杭州市一医院肾内科谢祥成副主任医

师解谜：

横纹肌溶解！过度运动导致横纹肌

在短时间内出现缺血缺氧，导致肌细胞结

构破坏，大量细胞内容物释放入血，出现

代谢紊乱继发脏器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

征。

临床表现为肌痛、肌肿胀、尿色加深、

酱油样尿、发热、头痛、呕吐，严重者并发急

性肾衰竭；化验肌酸激酶、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显著升高以及凝血功能障碍等。

健身房里比体能
第二天小便呈酱油色双双进医院

俩小伙肌肉溶解了

医生解谜医生解谜

●避免同一项目的长时间、大强度训

练, 尤其要避免短时间内过度的下肢肌肉

锻炼。

●加强适应性训练, 循序渐进。

●注意劳逸结合, 如身体不适和感

冒、发热者应避免训练。

●高温天气要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

质。 本报记者 何丽娜

本报通讯员 张颖颖

●保证在睡前3小时内不饮酒。

●右侧卧位睡眠，减少舌根后坠；不要穿紧身衣

物睡觉，不盖太厚重的被子，减少胸部压迫。可借助

睡眠球技术，在睡衣的背部缝上装有乒乓球或网球

的口袋，强迫保持侧卧位。

本报通讯员 徐梦婷 晁冠群 王家铃

防

“自免脑”可以根治的，如果由肿瘤引

发，通过手术及时切除肿瘤即可；如果由病

毒引发，即通过对症的药物治疗和抗体清

除方式进行治疗。 本报通讯员 王蕊 孙韵

范范

防防
范

防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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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肾脏肿大 3 倍、输尿管闭锁、肾结核！当听

到这些检查结果和诊断时，34 岁的林女士（化名）震惊

了：“我只是偶尔腰有点胀痛，小便比较多比较急，有时

小便会痛，有时小便会有血⋯⋯”细细回忆自己这半年

多来身体出现的状况，她不敢再往下说，后悔没能早点

上医院治疗，以致拖到现在切掉了一个肾。

事情得从 10 个月前说起，林女士先是偶尔会感觉

到腰部有隐隐胀痛，以为是上班久坐或是操持家务太多

累到了，果然休息一下就好了。

接着是尿意非常急，稍不注意就会尿裤子上，觉得

这可能是普通的尿路感染，果然吃点消炎药有所缓解。

直到 3 个月前，身边不少小姐妹来问她用了什么减

肥方法效果这么好，她才发现半年时间里莫名其妙瘦了

10斤。

于是，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会不会是得

癌症了？毕竟自己已经2年没做体检了。

林女士琢磨了一个晚上，决定先从恼人的小便问题

查起，于是直奔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泌尿外科。“她人比

较瘦，查体的时候，一躺下就能看到左腹明显凸起，摸上

去像是个肿块。”科主任秦勇表示，很难忘记首诊时的情

景。之后经泌尿系统 CT 检查，发现左腹的凸起是肿大

的肾脏，毛估估有原来的 3 倍大小，但看起来能排除肿

瘤可能。

到底是什么在作怪？最终，医生在她的膀胱粘膜里

发现了结核杆菌的踪迹。查明了病因之后，治疗也就有

了方向，林女士先接受了抗结核治疗，待控制住结核病

后通过手术切除左侧的输尿管和肾脏。

起初，林女士对得切掉一个肾担心得不得了，医

生们就一遍遍跟她解释。事实上，在她左肾遭到结核

杆菌破坏后，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右肾在“工

作”，左肾已处于荒废状态。在后来手术切下来的左肾

里，医生从里面引流出了 500 毫升的脓液，切开肾脏

看到里面如同“豆腐渣”，全因结核杆菌破坏所致。

众所周知，结核杆菌是通过飞沫传播的，林女士肾

脏里的结核杆菌肯定是先经呼吸道再跑过去的。于是，

在确诊肾结核之后，医生又检查了她的肺部，果真也发

现有结核病灶。所幸，这里的结核杆菌处于静止状态，

所以她没有传染性。

至于肾结核，在各种结核病中并不算多见，杭州市

红会医院是浙江省结核病诊治中心，省内多数患者集

中于此。秦勇说，他每个月都能接诊两三例肾结核患

者，基本上都是 20~40 岁的中青年人。他觉得可能与

该人群活动性大、工作劳累等因素有关。另外，这些患

者并非都得像林女士那样切掉肾脏与输尿管，关键还

是要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将疾病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降

到最低。

本报记者 何丽娜

通讯员 张玥洁

结核菌让肾脏变成“豆腐渣”，女白领痛失一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