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卒中后
警惕血管性痴呆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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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利霞同志：
您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开始休产假，至

2017 年 5 月 16 日期满。我单位曾与您多次
联系到岗任职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见您到
岗且未回复。 现通知：请您于收到本公告届
满后即日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 并对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至实际到岗日前作出未
到岗说明，逾期未报到，将视为自动离职，
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解除， 公司将停缴社保
和公积金。

北京联诚智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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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游消费提示

左手拿着钥匙， 却因为找钥匙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 刚吃完降压药， 要不是儿女拦着又要再吃一遍； 遛弯见到熟人，
愣是叫不出名字…… “身边有老人出现这种情况时， 一些人会考虑到是老年痴呆症 （阿尔茨海默病） 的原因。 不过， 很少
人会想到有些痴呆症并非神经性疾病， 而是因为血管出现了问题。” 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汪芳介绍说。 那么， 到底
什么是 “血管性痴呆” 以及它的防护措施有哪些呢？

天气炎热肉类消费减少
猪肉批发价格小幅下降

什么是“血管性痴呆”？

在临床上碰到血管性痴呆的
病例时， 患者及家属都会觉得不
可思议 。 其实了解了致病机理
后， 就会明白 ‘血管性痴呆’ 其
实也是有因必有果的。

正常情况下， 大脑组织中参
与认知功能的重要部位正常运
转， 所以人表现出 “正常”。 而
这些重要的部位对缺血、 缺氧、
出血和感染等非常敏感， 一旦长
期处于不良刺激， 就会产生相应
的病症。 比如缺血、 缺氧能够引
发神经元坏死， 逐步出现认知障
碍； 再如脑出血， 若发生在脑实
质， 会形成压迫， 进而可能阻断

脑脊液循环通路， 诱发不同程度
的痴呆。

“血管性痴呆， 字面意思理
解就是血管病变后产生了失语、
失智和认知障碍等痴呆现象。 其
中一般包括脑外伤、 脑出血、 脑
中风等疾病导致的损伤， 这些损
伤能引起脑缺氧、 脑出血或因此
而诱发感染等。 如果病情严重或
久治不愈 ， 痴呆很容易找上门
来。” 医师汪芳说。

血管性痴呆最容易忘记
人名、地点

血管性痴呆是老年痴呆的第
二大类型 ， 仅次于阿尔茨海默
病。 血管性痴呆起病进展有快有

慢， 有些患者一次脑中风后就发
病 ； 也有些患者则是逐渐发展
的， 随着发病次数的增加， 痴呆
的症状也越来越明显。

血管性痴呆患者的症状与
“传统意义” 上的痴呆差别不大，
如认知障碍、 智力减低和语言障
碍等。 但是也有其 “特点”， 比
如患者对人名、 地名、 数字及日
期等最容易遗忘； 再者就是工作
能力下降， 特别是脑力劳动者，
常常会表现出 “怎么最近我的脑
子不灵光了”。

痴呆发展到晚期的时候， 不
论近事记忆还是远事记忆都明显

下降 ， 患者往往会出现六亲不
认 、 冷暖不知 、 言语不详的情
况， 甚至都无法做到生活自理。

“应该注意的是， 血管病变
的损害部位不同， 患者的表现症
状也会不同。 比如大脑左半球病
变时， 患者多会在听、 说、 读、
写方面出现障碍； 大脑右半球病
变时， 影响的是视力； 大脑前动
脉病变时， 患者情绪低落， 缺乏
热情； 大脑中动脉病变时， 患者
注意力不能集中， 甚至出现意识
障碍； 大脑后动脉病变时， 可导
致产生幻觉等。” 医师汪芳介绍
说， “因此， 临床上医生们多根

据患者的表现， 结合相关检查的
结果， 综合判断患者的病情。”

儿女要留意心血管病老
人情绪

“对于疾病的治疗， 肯定是
赶早不赶晚。 若血管性痴呆患者
已经出现记忆力较差的症状时，
多半说明患病时间挺长了， 现在
开始诊治恐怕已是杯水车薪。 因
此 ， 大家更要密切关注早期症
状。” 医师汪芳表示。

如果家中有老年心血管病患
者， 儿女们一定要时常观察老人
的情绪和日常作息， 有没有频发
情绪不可控的情况， 是否经常失
眠、 头晕和口齿不清等。 特别是
那些发生过脑中风的患者， 如果
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性情大变、
睡眠障碍及四肢麻木等情况， 就
要高度警惕血管性痴呆了。

除了密切关注上述症状外 ，
及时治疗原发性基础疾病更是重
中之重 。 比如积极的降压 、 降
脂 、 控制血糖和改善脑循环 ，
以及积极改善生活方式等。 最大
限度避免出现缺血性脑中风和出
血性脑中风， 才能有效减少血管
性痴呆的发生。

血管性痴呆比较青睐老年群
体， 所以老年人更应该 “管住嘴
迈开腿”， 多参加文体活动、 戒
烟少酒， 凡事保持一个良好的心
态。 同时， 定期检查身体， 将各
种危及血管健康的异常尽早消
除。 如果患者本身就存在精神疾
病或睡眠质量问题， 那么也应该
及早采取药物干预。 作为辅助措
施， 平时也可以多补充些维生素
E、 维生素C和豆制品等。

■生活资讯

怀柔工商专栏

【典型案例】
消费者董先生在某网APP第

三方商家预订 “泰国6日游” 旅
游服务 ， 网站宣传有 “情人岛
游， 皮皮沙滩游， 骑大象”， 但
在实际旅游的过程中商家没有提
供 “情人岛游， 皮皮沙滩游， 骑
大象 ”。 与商家协调赔偿无果 ，
现向工商部门进行投诉此消费纠
纷问题并要求商家赔偿直接经济
损失。 经工商部门调解， 商家向
消费者道歉并赔偿了经济损失。

【工商提醒】
消费者外出旅游时经常遇到

商家不退还预付金、 押金； 广告
虚假宣传、 误导游客； 通过低价
引诱游客， 实际安排的游览项目
与其承诺的不一致； 与某餐饮住
宿娱乐企业进行幕后交易， 强迫
游客消费； 答应退款人、 但无故
拖延等问题。 在此工商部门提醒
广大消费者， 外出旅游时应注意
以下几点。

一 、 选择正规旅游商家 。
消费者选择实体店旅游服务时，
尽量选择信誉较高的旅行社， 核
对服务商家的证照信息； 消费者
在网上购买旅游服务时， 应选择
正规的网站， 可以通过全国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上查询商家
信用信息， 并参考网上消费者对
商家的评价， 多方面进行考量，
做到心中有数。

二 、 仔细察看和签好旅游
合同。 与旅行社签订正规旅游合
同， 在签订合同前， 一定要详细

阅读合同内容， 比如出游路线、
景点、 乘车、 住宿条件、 就餐环
境等信息进行一一确认， 对内容
模糊或责任不清的情况向商家进
行询问并补签有关协议， 做到责
任清晰、 明确。

三 、 理性消费 ， 留存好消
费凭证。 面对商家各种旅游促销
价格 ， 消费者不要一味追求低
价 ， 要理性看待商家的促销活
动。 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物品时，
查看商品合格证和产品说明， 向
商家索要商品发票， 保留好消费
凭证。

四 、 正确处理旅游消费纠
纷。 当旅游过程中遇到矛盾纠纷
时， 要做到冷静正确处理。 当自
己的权益受到侵害， 注意保存各
类证据材料。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
方法处理 ： 一是与商家协商和
解； 二是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是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四是
根据与商家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
仲裁机关仲裁； 五是向人民法院
起诉 。 消费者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 选择不同的维权方式， 妥善
处理好旅游消费纠纷。

怀柔分局 吴保龙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暑假即将到来， 为自己及
家人营造一个放松身心的时间和环境， 外出旅游的消费者越来越
多。 但面对众多旅行社， 如何甄别商家， 避免旅游消费纠纷， 是
每位消费者需要面临的问题。

遗
失
声
明

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 ，由于办公地点调整 ，
在物品搬运过程中不慎将工
会 法 人 法 定 代 表 人 证 书 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

2017 年 6 月 28 日

本周， “入伏” 后， 天气炎
热， 肉类消费季节性减少， 猪肉
批发价格小幅下降； 产地转换顺
畅， 蔬菜价格持续回落； 鸡蛋价
格稳中有涨； 粮油批发价格基本
稳定。

粮油批发价格持续稳定。 目
前， 进入夏粮小麦收购高峰期，
全国小麦主产区六省皆启动了小
麦托市收购预案。 据国家粮食局
数据显示， 截至7月5日， 主产区
累计收购小麦3679万吨， 同比增
加1126万吨， 增幅达44%， 占预
计收购量7600万吨的48%。 受小
麦最低收购价支撑， 后期富强粉
价格下降空间有限 ， 将以稳为
主。 CBOT （芝加哥期货交易
所 ） 大豆期货价格周环比上涨
7.21%， 豆油期货价格周环比上
涨3.29%， 天津港进口大豆到港
分销价格每吨3290元， 周环比持
平。 受全市大、 中院校进入假期
影响， 加之天气炎热， 不利于粮
油类储存， 整体需求呈季节性减
少趋势 ,预计本周粮油类批发价
格持续稳定。

猪肉价格微幅波动。 上周 ，
本市生猪收购价格小幅上涨， 屠
宰量小幅减少。 顺鑫鹏程生猪收
购价为每500克7.22元 ， 周环比
上涨1.02%； 屠宰量4111头 ， 周
环比减少2.53%。 本周 “入伏 ”
后， 天气炎热， 加之全市大、 中
院校进入假期， 肉类消费需求季

节性减少， 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预计本周猪肉批发价格以稳为
主， 或有微幅波动。

鸡蛋价格稳中有涨。 从产区
了解， “入伏” 后， 受蛋鸡进入
“歇伏” 期影响， 产蛋量将规律
性减少， 加之近期鸡蛋期货价格
连续上涨， 带动现货价格波动上
行 。 本市批发市场鸡蛋供应充

足， 受产区鸡蛋出场价格上涨带
动 ， 批发价格上涨空间有所增
加 ， 随着全市大中院校进入暑
假， 预计本周鸡蛋交易量保持稳
定， 批发价格稳中有涨。

蔬菜价格持续下降。 目前本
市蔬菜产地已转移至河北张家
口、 承德等 “冷凉” 地区， 受产
地转换顺畅影响， 蔬菜上市量持
续增加 ， 批发价格随之波动下
行。 据天气部门预测， 本周天气
晴好， 降雨量减少， 日照时间较
长， 适宜蔬菜生产及运输， 预计
本周蔬菜上市量持续回升， 批发
价格小幅下降。

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

格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