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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2018年MBA/FMBA提前批招生
财经特色品牌 业界黄埔军校 优质人脉资源 快乐学习园地
在 职 学 习 ，研 究 生 学 历 学 位 双 证 ；统 一 考 辅 ，同 等
条 件 下 优 先 录 取 ；提 前 享 受 各 类 MBA 活 动 资 源 。
咨 询 热 线 ：0571-88922888 、88922789

开办 29 年●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劳动模范罗红英主讲

学美容美发化妆美甲到花都
杭州滨江高教园滨文路花都大楼●85192888●WWW.ZJH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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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美容美发化妆美甲到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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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品牌汽修学校 杭州“十大杰出青年”推荐

学汽修 免费试学——杭州现代技工学校
学技术拿文凭高薪就业 学管理练技能开厂创业 一次的选择 一生的受益
▲奔驰宝马研修班▲高级汽车５Ｓ店长班▲高级汽车技师班
▲汽车机电高级班▲汽车美容装潢创业班▲汽车钣金油漆班
▲ 汽 车 美 容 装 潢 店 长 班 ▲ 汽 车 二 手 评 估 班 ▲ 汽 车 改 装 班
▲汽车新能源技师班▲汽修精品大专班▲2+3 高级技工班
电话：0571-88333666 网址：www.xiandaiqx.com 5 月 28 日开学

资格教室教育Education
订版热线：0571-85311084 85310496

先装后付 品质保证 个性半包 精装全包
真材实料 一线品牌 免费测量 出图报价
卓越设计 优质施工 家装别墅 商铺办公
专业设计施工16年15306599028

伟杰
装饰

▲双喜搬家85782253

▲德胜九堡搬家87159251优 ▲采荷搬家城东优86712180

▲城西搬家88821249特优价

搬家家政

知名装饰知名装饰

学历教室

杭州计算机学校
秋季招生

“一技成”技能+ 大专（本科）学历
本校始创于 1998 年，2004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办学机构，

创立“一技成，天下行”校训，针对学生天赋个性的不同，实
施“包容开放、历练自信、教人做人、能技兼备”的“一技成
天赋教育”，培养网站、平面、动漫、装潢、程序等设计类“技
能+学历”的“一技成”专业人才。

核心专业－[电子商务创意与设计]是年薪可以 20 万以
上的专业。
“一技成”专业设置

①电子商务创意与设计 ②程序及网络技术
③平面设计与广告创意 ④装潢及景观设计
⑤三维建模与动画设计 ⑥机械与模具设计

一、初中毕业生入学，学制四年
二、高中、职高学历入学，学制三年
咨询电话：86899032 400-880-0571 网址：www.hzpcs.com

晨露装修每套晨露装修每套2288022880 元起元起
◆◆装修大优惠装修大优惠：：交交10001000元定金抵元定金抵20002000元元，，20002000元元
抵抵40004000元元，，30003000元抵元抵60006000元元（（活动时间从活动时间从 55 月月 1919 日日--66 月底月底））

晨露装饰是杭城实惠型家装先行着为装饰业主打造三套套餐供选择；
签单业主送集成吊顶一套+集成吊顶浴霸+LED 灯，电线中策永通，水管中
财水管(厂家试压，厂家终身保修)，我公司承诺水电隐蔽工程终身保修。

A 型套餐；全包实惠型；22880 元/每套。送品牌东箭马桶(箭牌)+
品牌侧吸式油烟机各一台再送淋浴房(或高档壁挂式台盆柜)各一
台。60m2 包含项目；水全做电按实算，防水防渗，厨房/卫生间铺
墙地砖，阳台地砖，厨卫吊顶，门槛石，挡水条，包污管，房间整套
免漆门，厨房烤漆整体橱柜，墙面/顶面乳胶漆粉刷，油烟机/煤
气灶拉篮/水槽/龙头/铰链/三角阀/浴霸/座便器/台盆/花洒/淋
浴龙头/毛巾架/地漏/镜子/软管，客厅/餐厅/走廊/房间强化地
板，整套灯具，热水器(美的)，灯包工包料。品牌材料选择余地大
(中财水管，中策电线，择日地板，千年舟板材，立邦油漆，乳胶
漆，完全不透水喷墨墙地砖，高德，K11 防水涂料)。

B 套餐：54800 元/套。80m2 包含：水电隐蔽工程，开关插座面
板，客餐厅 过道抛釉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房间地面复合地板，
二只大衣柜，一只鞋柜。客餐厅过道石膏板吊顶，门槛石，房间全
套生态门，墙顶面立邦环保漆，厨房整体橱柜，拉篮/水槽/铰链/
龙头/三角阀，卫生间浴霸/花洒/坐便器/淋浴房/台盆/龙头/地
漏/镜子/三角阀等，知名品牌有：水管中材，电线永通中策，板材
千年舟，杭特，马可波罗，箭牌，惠鹏，远尚，卡尔丹，西蒙，正泰。

C 型套餐（全包）：80m2精装修 88800 元/每套。
报名电话：0571-85302149/85302143
公司地址：下城区东新路 533 号蔚蓝国际大厦 1 号楼 3 楼 308 室
公交到站：乘坐 312、75、41、78、22、330、187、85、380、316、350 到颜家村。12、
847、274 到三塘竹苑。丁桥乘坐 B3 直达东新路香积寺路口站（蔚蓝国际大厦）

生活Life
订版热线：0571-85310536 85311120 85310496

明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昨日，杭州市卫计委与杭州市教育局联合发布了由市疾控中

心开展的学生健康状况综合监测报告。监测显示，每 100 个孩子当中，就有 9 个小胖墩，与此

同时，还有8个营养不良的小朋友。专家分析原因，主要是偏食、挑食的习惯导致的。

杭州市100个孩子里有8个营养不良9个小胖子

牢记“52110”，孩子这么吃才健康

本报讯 前两天，一位湖北妈妈把脑瘫儿子培养为哈佛学

生的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在感叹母爱伟大的同时，不少网

友也提出了疑问，脑瘫患者也可以正常学习、生活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海峰

告诉钱报记者，很多人都把脑瘫和智力低下等同起来，这其实

是一个误解。他解释，脑瘫是一组持续存在的中枢性运动和

姿势发育障碍、活动受限症候群，这种症候群是由于发育中胎

儿或婴幼儿脑部非进行性损伤所致。“脑瘫患者中，约 52%存

在智力问题，剩下48%智力不受影响。”

像新闻中的哈佛学生就是小脑运动神经受损，智力与常

人一样。事实上，脑瘫患者如果能长期坚持康复治疗，完全有

可能像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这也是所有治疗脑瘫的医护人

员和康复师的共识和目标。

李海峰所在的康复科，其中有70%都是脑瘫患儿。11岁

的台州男孩小鹏从一岁开始就在康复科治疗，现在寒暑假也

还来进行强化训练。

希希是个早产儿，出生后诊断发现脑室周围白质软化，这是缺

血缺氧脑病的一种后期改变，也是造成早产儿脑瘫的主要原因。

一岁左右，他正式被诊断为脑瘫，主要表现为痉挛性下肢瘫痪。

接下来的四五年时间里，希希都是在康复科度过的。前

一两年，医生主要对他进行语言训练、运动能力训练等。到了

快上小学的时候，医生开始训练他握笔、使用拐杖、坐轮椅等，

为他入学做好准备。

因为希希的智力并没有受损，他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回到

当地读小学。唯一不同的是，他是由保姆推着轮椅上下学

的。现在，他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每次

考试都能考班上前三名。

李海峰说，脑瘫要及早发现，及早干预，但家长也不用过

度紧张，看到相似的情况就对号入座。比如有些宝宝三个月

大还不会抬头，头往后仰；社区体检时发现肌张力过高，姿态

异常，或者拇指内扣等。李海峰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要

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进行专业的评估。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王雪飞

脑瘫患儿坐轮椅上学
每次都考全班前三名
专家说，约一半脑瘫患者不存在智力问题

本报记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严敏本报记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严敏

调查样本有所扩大
不爱主食爱零食问题尚存

昨日公布的具体数据是：杭州市中小学

生营养不良率为 7.8%，低于全省 9.0%的平

均水平；肥胖率为 8.8%，略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超重率达到11.9%，与全省水平相同。

相比去年，营养不良率有了小小的下降，

而肥胖率、超重率则有了增加。杭州市疾控

中心营养所所长朱冰说，这是正常范围内的

波动，不是显著的变化。据悉，今年数据的样

本来自杭州市 800 多所学校、70 多万名学生

的体检数据，比去年 39 所学校，40000 名学

生的监测范围明显扩大了，“也更全面反映了

杭州地区孩子存在的情况”,朱冰说。

中小学生存在营养不良问题的原因，专

家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不良饮食习惯，如一日三餐饮食不

正常，有偏食、挑食的习惯；

二是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喜欢吃零食，不

爱吃主食，高能量食物（如油炸食品、含糖饮

料）摄入过多；

三是运动少，主要表现为运动总量少，静

态时间多。

健康饮食Tips
记牢“52110”

充足的营养是学龄儿童智力和体格正常

发育乃至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因此更需要

强调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学龄儿童期是学

习营养健康知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

养健康素养的关键时期。

我国刚刚发布了最新的 2016 年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针对儿童少年特别推出了“中

国儿童少年膳食指南”，在一般人群膳食指南

的基础上，对学龄儿童提出了5条关键推荐：

一、认识食物，学习烹饪，提高营养科学

素养；

二、三餐合理，规律进餐，培养健康饮食

行为；

三、合理选择零食，足量饮水，不喝含糖

饮料；

四、不偏食节食，不暴饮暴食，保持适宜

体重增长；

五、保证每天至少活动 60 分钟，增加户

外活动时间。

具体怎么吃才健康，营养专家建议记牢

“52110”——

“5”：每天应吃5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和水果；

“2”：使用电脑、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的

时间每天不超过2小时；

“1”：每天应该进行1个小时以上中等或

高等强度运动；

“1”：每天吃肉不超过1个手掌大小；

“0”：不喝含糖饮料。

按照这个比例，看看你家的孩子饮食够

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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