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陈艳萍 美编 / 卢毅 校对 / 余卫华

新闻综合

Nanchang news

原来是得了 ROSAH 综合征，全国仅 3 例
是始终无法确诊。
2022 年上半年， 周经的表哥
在网上看到了江西省人民医院（
）余健民教
授的事迹，了解到他是全国著名的
呼吸病学方面的专家，对发热待查
等疑难杂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表
哥建议周经来南昌找余健民问诊，
说不定可以查明病因。
2022 年 7 月 份 ， 周 经 和 他
父亲来到江西省人民医院，在
专家门诊， 余健民详细询问周
经的病情和就医经过， 仔细查
看了之前外医院的检查结果和
病历，并进行了体检。 经过一周
的住院详细检查， 余健民在总
查房时，进行了详细分析，经过
认 真 讨 论 ， 认 为 是 ROSAH 综 合
征。 据悉， 该病在中国只有 3
例，极其罕见。
为慎重起见，余教授建议周经
通过基因检测来进行最终确诊，最
终确定是 ROSAH 综合征。

昌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化名

失明。 在大学一年级期末考试的时
候，周经的视力已经发展到试卷都
看不清楚的程度，不得已办了退学
手续。 退学回家后没多久，周经的
视力已经基本丧失。

而从 2017 年开始， 周经出现
不规则的发热，38℃左右持续了 4
年余。 因反复发热，周经在家人陪
伴下，去全国多家大医院进行检查
确定病因。 虽然做了各种检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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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摇号抽奖完成
中奖名单26日公布

男子发烧38℃持续4年多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万清云 文 魏勇剑 图 发热 4 年
余， 遍访国内大医院未能找到病
因，日前，江西省人民医院接诊了
一位名叫周经（
）的男病人。
他自 2017 年开始出现不规则 发
热， 这 4 年来一直承担着心理和
经济上的双重压力， 只希望能尽
快找到病因，积极治疗。 省人民医
院专家建议进行基因检测，果然，
在对周经和其父母的血液进行基
因检测后， 证实为 ROSAH 综合
征 （首发症状可以表现为间断发
热， 临床特征是视网膜营养不良、
视神经水肿、脾肿大、无汗、偏头
痛），是一种罕见病。 据悉，此病在
中国只有 3 例。
记者了解到，周经今年 31 岁，
他自小有夜盲症，在读中学后视力
慢慢变差，刚开始他以为是近视的
原因，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进入大
学后视力退化得很厉害，查出来是
视网膜色素变性，最终会导致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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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黄琛琛 近日， 由江西省商务厅主
2022 年江西大宗商品消费
办的“
季”汽车摇号抽奖活动举行。 活动
现场抽取幸运中奖者 7700 名，其
中，燃油汽车新车中奖者 5700 名，
新能源新车中奖者 2000 名。 据悉，
燃油汽车新车一等奖 200 名，每名
奖补 5 万元；二等奖 500 名，每名
奖补 2 万元；三等奖 2000 名，每名
奖补 5000 元； 四等奖 3000 名，每
名奖补 2000 元。 新能源新车奖项
2000 名，每名奖补 5000 元。 全部
中奖名单经活动联合监审组核定
后， 将于 9 月 26 日通过省商务厅
官网、“江西商务”微信公众号予以
公开发布。 中奖名单发布后 10 个
工作日内，中奖者奖金按照税法相
关规定征税，并将扣税后的奖金通
过银联平台发放至购车者报名填
写的个人银行卡账户。
今年以来，全省商贸消费保持平
稳较快增长。 省商务厅在全省举办
2022 年江西大宗商品消费季”活
“
动，拿出“
真金白银”4600 万元用于
开展
“
江西省购新车抽大奖”活动，以
“
摇号抽奖” 方式对在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间购买了燃油汽车新车和
新能源新车的个人消费者予以奖补，
有力激发了广大消费者的购车热情。
1 月至 8 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汽车
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7.3%，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8.6 个百分点。

民警进高校
讲好反诈
“
第一课”

360 万尾鱼苗
优化鄱阳湖水生物结构
樊哲平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
户端记者 熊家福 文 / 图 9 月 21
日上午， 进贤县在青岚湖边举行
鱼苗放流仪式， 工作人员将 360
万尾鱼苗放流鄱阳湖青岚湖段，
用于修复鄱阳湖生态环境， 为丰
富鄱阳湖水生生物注入了“新鲜

血液”。 据了解，此次投放的 360
万尾鱼苗中，青鱼 80 万尾、草鱼
120 万尾、 鳙鱼 40 万尾、 鲢鱼
120 万尾， 投放鱼苗规格均在 3
厘米以上， 可进一步优化鄱阳湖
水生物种群结构， 改善水域生态
环境。

新华书店旗舰店十一试营业
位于八一广场
熊晓春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
户端记者 喻云亮 文 / 图 昨日，
记者在位于西湖区的八一广场新
华文化教育综合体项目看到，现
场正在紧张施工中， 工人们正在
进行室内装修收尾工作， 项目计
划于 10 月 1 日试营业。 据了解，
该综合体由江西新华发行集团在

地铁 1、2 号线八一广场站上打
造， 总建筑面积 36066.35 平方
米，共 8 层，包含书店、数码旗舰、
品牌零售、 时尚潮流、 餐饮等业
态。 项目建成后，将容纳全省面积
最大、业态最丰富、图书品种最齐
全的新华书店旗舰店， 打造成我
市城市文化新地标。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首席
记者 邹鹏飞 今年以来，安义县公
安局凤凰山派出所围绕“广宣传、
多形式、全覆盖”的工作思路，持续
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结合高校开学
季，9 月 19 日， 凤凰山派出所走进
南昌职业大学和江西文理技师学
院，将反诈“干货”带给全校师生，
上好“
高校反诈第一课”。
在南昌职业大学，民警为百余
名学生开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专
题报告会，主要讲解电信诈骗犯罪
的起源及特征、高校常见的电信网
络诈骗种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
方法等内容。
民警刘绍君在江西文理技师
学院通过钉钉直播间为两千余名
学生上了近一个小时的反诈直播
课。 在直播间里，学生们把自己遇
到的问题通过评论的方式发出来，
“主播” 刘绍君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一一作出解答。 学生们纷纷点赞，
表示直播内容贴近真实生活 “接
地气”，并且“
干货”满满。

南昌县广福镇实现为民服务全覆盖

党建引领促发展 乡村振兴谱新篇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黄琛琛 文 / 图 走进南昌县广福镇
漳溪村黄家自然村，映入眼帘的是
一片波光粼粼的水塘、整齐划一的
停车场、 具有古典风格的围墙，一
砖一瓦都透着古色古香的气息。
“以前车辆来回颠簸不平、 满是灰
尘；下雨天，高一脚低一脚。 现在可
好了，不仅漂亮了，而且感觉比住
到城里都好。 ”黄家自然村的村民
陈大爷竖起大拇指介绍说。
据了解，南昌县广福镇强化党
建引领，凝聚“最强合力”，在服务
群众、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方面找
准发力点，做到精准用力，奋力开
创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 党建引领
服务“零距离”， 实现为民服务有

心。 健全党员参与网格化管理制
度，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
题， 以高效服务密切党群关系，实
现为民服务全覆盖。“
政府帮助我们
解决了水道堵塞问题， 水道疏通了，
真的太感谢了。 ”广福镇老党员朱金
保在走访中发现，桃苑小区的小水道
和沟渠被杂草和淤泥堵塞，导致排水
不畅污水漫溢，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
常生活。他当即和有关单位部门反映
了这一情况，广福镇行政执法办得知
这一情况后，立刻派工作人员前去查
看，并组织人员及时疏通。
同时，广福镇将村居划分为 31
个综合网格，把镇村两级党员全部
放进网格，将“两整治一提升”、乡
村振兴等多项工作融入其中，通过

网格内党员定期或不定期地上门走
访，提供医疗、法律、就业等政策咨
询服务，广泛收集网格内群众反映
的问题，并及时进行调处化解。 目
前，有效化解线上信访案件 62 件，
成功调处矛盾纠纷 38 起；利用网
格资金 134 万元，为群众解决身边
事 164 件。
党建引领守护“好山水”，实现
乡村建设有魂。 目前，广福镇正建
设 1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和 8 个共
同富裕样板村，采用“拆迁为基、规
划先行、跟踪为要、落地为效”四部
曲，形成以乡村振兴小组成员为基
础、 村组党员、 群众代表参与的 9
个专班高效推进“
两整治一提升”项
目和 23 个新农村点位建设， 助力

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大变样。
广福镇采用身边党员，到群众
家中、纳凉处、小商店里等地利用碎
片化时段，通过聊天、拉家常等方式
宣讲党的政策、红色故事、文明礼仪
及村规民约，让群众能够“
随时听”，
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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