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静）5
月17日，体彩大乐透迎来“10亿元大派奖”
的第17期开奖——第21055期前区开出号
码“03、06、10、11、24”，后区开出号码“10、
11”。本期全国销量为3.40亿元，为国家筹
集彩票公益金1.22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5注一等奖。其中，4注
为2299万余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499
万余元派送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分落吉林
长春、河南郑州、湖北武汉、云南德宏；1注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落户广东深圳。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单注一
等奖方面，比未追加多了1299万余元追加
奖金及派送奖金，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
金达到2299万余元。

超级大乐透“10亿元大派奖”活动将进
入最后几期倒计时！本次派奖力度强、奖级
覆盖面广。一年一度的“10亿元大派奖”嘉
年华，一定不能错过。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静）多
年来，南京体彩的公益举措一直备受关注，
2016年起，体彩爱心工作室确定每年的5月
20日为固定的公益文化日，并围绕“公益日”打
造为期一个月的“公益文化活动月”，让更多人
感受到“小彩票大公益”的正能量。

今年的 520 公益文化日，南京体彩与知
名IP大红帽联名，以“乐小星×大红帽——乐
享阅读健身新风尚”为主题，通过作家和体彩
追梦人访谈直播的形式，引导社会大众认知体
育彩票公益品牌，感知体彩对公益事业的贡
献，强化体彩良好、健康的公益形象。

线上活动：主题：南京体彩520公益文化日
“表达爱”线上有奖互动活动;时间：2021年5月18

日—5月20日;内容：活动为期三天，分别以友情、亲
情、爱情为主题。每天10点起，在头条推文内根据
主题留言，后台筛选符合条件的留言进行展示。截
至当天20点，留言点赞最多的10位粉丝，即可获得
价值100元的购书卡。详情可以关注南京体彩官
方微信（njtycp）公众号，参与活动。

线下活动：时间：2021年5月20日14:30-16:00;
地点：凤凰云书坊24小时书店（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
C座2楼）;内容：作家王振羽分享南京文化，体彩追梦
人李凯华现场分享抗疫故事。现场还有党建和体彩
知识问答，回答正确将获得100元的购书卡。更有体彩
健身达人互动小游戏：乐小星趣味投篮、趣味推推乐
等，也有精美礼品相送。活动结束后，可领取“乐小星×
大红帽”联名明信片，寄给一年后的自己。

“乐小星×大红帽”乐享阅读健身新风尚
——南京体彩520公益文化日活动等你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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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邱记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5
月18日股东会（出资人）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减至 450 万元，现
予以公告。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父亲方春杨母亲高晖遗失
其儿子方项的出生证，证号
R320339841声明作废。
臧凤群遗失警官证，号码：
2150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江苏豫冶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于
2020年 3月 29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江
苏豫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清算组。2021年5月18日
遗失 浦江休闲娱乐中心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号
320122196806221216 声 明
作废
遗失南京邦翔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财务章、法人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承诺寻回后
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南京鱼羊鲜水产有限
公司公章，声明作废，并声
明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 南京亿展贸易有限公
司苏AH4606道路运输证正
本，宁0736226声明作废
遗失杜雨欣（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 R320095756，声明
作废。
遗失 南京博之恒玩具有限
公司财务章和法人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
续使用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多又好
超市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20121600924991，
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江宁区丽锋板
材销售中心营业执照正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20121600428382声明作废
广东坚朗建材销售有限公
司 遗 失 购 销 合 同:
B202017326 和 B202017193,
声明作废。
遗失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增值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032001900304，发 票 号 码
18566321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友龙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法人章，财务章，合
同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15951803813（微信）
江北：1377056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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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上午，常州患

者王女士在家人陪同
下，给南京鼓楼医院胸

心外科王东进主任和产科医护
人员送上一面“妙手回春，医德高尚”
的锦旗，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曾在

“鬼门关”前走一遭的小王，如今不仅恢复
了健康，而且还有了个可爱的宝宝。

今年25岁的王女士是常州人，5月6
日中午12点左右，她突发胸背部撕裂样
疼痛，家人立即将她送至到常州市妇幼保
健院就诊，由于当时小王已有38周身孕，
加之病情严重，妇保院又将其转诊至常州

市第一医院。医院专家会诊认为，小王极
有可能罹患了死亡率极高的“A型主动脉
夹层”，由于关系到大人和胎儿两条生命
安全，手术复杂、难度很高，患者很快被送
至南京鼓楼医院抢救。

主动脉夹层俗称为“胸腔定时炸
弹”。王东进介绍说，人体血管由内、
中、外三层组成，因为外伤或高血压等
原因导致血管内层、中层撕裂，血液大量
涌入外层，形成一个薄膜包裹的瘤体，
瘤体一旦破裂，大量血流涌入胸腔，全
身血压迅速下降，患者来不及抢救就失
去生命。

时间就是生命，抢救主动脉夹层患
者，要与死神争分夺秒赛跑。常州市第
一医院立即通过“6小时生命圈”联系了
南京鼓楼医院。接到电话后，鼓楼医院
胸心外科、产科、麻醉、急诊、ICU等专

家马上进入紧急状态做好接诊准备。
到院后，检查发现，王女士的主动脉从
根部撕裂，累及主动脉升部、弓部，瘤子
随时可能破裂，情况十分严重，而且她
还挺着怀孕 38周的大肚子，稍有不慎
就是两条人命。

于是，专家分成二组：一组是产科专
家负责剖宫产抢孩子；同时，心外科专家
组现场密切监视着小王的心脏、大血管情
况，随时接手上台。两科专家密切配合，
终于5月7日凌晨剖宫产结束，王女士产
下一男婴。

之后，主动脉夹层手术开始，心胸外
科、麻醉及体外循环团队计划为其行
“Bentall+次全弓置换+近端头臂血管置
换术”，手术一开始便给术者出了一个大
难题，患者刚经历了剖宫产，身体状态处
于高凝状态，常规的用药（肝素）乃至过

量的用药都难以使其达到体外循环的转
机抗凝要求，医生只能通过不断调整用
药和等待来使其慢慢适应。手术整体历
时近10个小时，克服了凝血、止血等重
重困难最终完成，患者安返ICU，目前恢
复顺利。

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是江苏省大
血管疾病诊疗中心，近年来每年开展的大
血管手术都在千例以上，数量居华东地区
前列，成功率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在
孕妇合并主动脉夹层的治疗上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与妇产科联合组建的MDT团
队近年来已为包括王女士在内的5名孕妇
成功行剖宫产+主动脉血管置换术。其中
最大年龄35岁，最小25岁，整体水平与
发达国家持平。

通讯员 王娟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钱鸣 摄影报道

1、高钠盐饮食 饮食应以清淡为
宜，少吃咸食及腌制食物，吃盐过多，不
利血管健康，每人每天吃盐应以5克以
下为宜。

2、甜食 甜食含糖量高，可在体内
转化成脂肪。

3、动物内脏 动物内脏含胆固醇

量高，如肝、心、肾等，尽量少吃。
4、酒 过去的研究已经证实，大量喝

酒与高血压有关，但新的研究又进一步进
行了详细说明：如果没有吃食物就喝酒的
话，即使是喝得不多也较有可能诱发高血
压。男性和女性都有类似的结果，与酒的
种类无关。

孕妇突发主动脉夹层命悬一线
医生接力抢救保住两条命

高血压日遇上吃货节

高血压饮食记住这个“红绿灯区”
5月17日是“世界高血压日”，因为谐音为

“我要吃”，也是很多喜欢美食的网友们一年一

度的“吃货节”。同一天的两个“节日”，看似没

有联系，但防治高血压与吃却关系紧密。

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
报告（2020年）》显示，中国18岁及
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7.5%，高
血压人群约有3亿人。高血压作为最
常见的慢性病，若长期不予控制，将
可能逐渐发展为脑梗死、脑出血、心
肌梗死、心衰、肾衰等疾病，给患者和
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而另一方面，国家心血管中心
最新发布的《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
管理指南 2020 版》则显示，收缩压
每降低 10mmHg，或舒张压每降低
5mmHg，死 亡 风 险 降 低 10% ~
15%，脑卒中风险降低35%，冠心病
风险降低 20%，心力衰竭风险降低
40%。因此，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是
遏制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流行的核心
策略之一。

南京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
心内科主任邢
俊武介绍说，
从饮食入手能
够有效防治高
血压，其中需
要 注 意 一 个
饮食的“红绿
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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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镁 多补充镁元素有益于高血压
患者扩张血管、降低血压。

对应食物：镁的最佳来源就是绿叶
蔬菜，其次糙米、坚果、香蕉、黑豆等食
物中的镁含量很丰富。

2、钾 高钾饮食的前提是低钠控
制，多摄入钾元素有益于降低血压。

对应食物：含钾高的食物有蘑菇、
银耳、紫菜、香菇、土豆、番茄等。

3、钙 适当增加钙元素的摄入，不
仅有助于减小高血压发生风险，还有助
于提高高血压治疗效果。

对应食物：低脂牛奶、脱脂牛奶
及豆制品、海带、深绿色蔬菜、带骨小
鱼等。

4、膳食纤维 日常多食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降低血糖、胆固
醇等，从而有利于降低血压。

对应食物：未经过加工的天然植物
性食物均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如谷
类、豆类、水果蔬菜等，但日常食用时要
避免摄入过多引起腹泻。

5、不饱和脂肪酸 适当补充摄入
不饱和脂肪酸能有利于降低血液中的
低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胆固醇，减少动
脉硬化风险。

对应食物：深海鱼，以及松子、芝
麻、开心果等坚果类，还有菜籽油、橄榄
油、玉米油等植物油均含有丰富的不饱
和脂肪酸。

通讯员 杨璞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王女士一家给医
生送上锦旗。

高血压饮食“红灯区”

高血压饮食“绿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