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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孙程杰： 13082819890****416， 在
公司项目工作期间， 未按照工作流程进
行工作， 在未经商务部审核同意的情况
下， 私自用料， 依据公司规章制度， 由
于工作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
金额达到人民币100000元人民币及以上，
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请你于
2018年8月10日前到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
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逾期不到视为自动
离职。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18年8月7日

公

告

刘未、 李雪梅因长期旷工， 依
据公司规章制度， 连续旷工5日以
上按自动离职处理， 公司决定与你
终止劳动合同， 请于8月7日前到公
司办理劳动合同终止手续， 逾期未
办理视为自动离职。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18年8月7日

公

告

邓勇： 因你严重违章违纪,
公司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请你
在15天之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 如逾期未到公司办理， 公
司将按相关规定将你档案转入
本人所在街道。 现予以声明。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通信信号分公司

脑血管病发病前的10
个信号

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内科苗
孟君提醒， 脑血管病在发病前会
有很多征兆。 但由于症状较轻，
易被人们忽视， 下面这10个信号
要记住。

剧烈头痛。 这种头痛没有明
显诱因， 很多人开始都是断断续
续头痛， 但后来转化为持续性头
痛。 根据每个人病情不同， 症状
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

眩晕难受。 专家介绍， 很多
人在发生脑溢血前都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眩晕 ， 突然感到天旋地
转， 甚至摔倒在地。

一侧麻木。 很多脑溢血发生
前都会出现面部、 胳膊、 手指的
麻木， 特别是无名指。 如果常常
感觉左右半身麻木， 应该考虑是
不是脑内小血管出现了问题， 情
况就更加紧急了。

眼前蒙黑。 突然一过性的眼
前蒙黑， 或者一只眼睛出现视线
不清， 看东西模糊， 甚至出现重
影 ， 这些都可能是脑溢血的征
兆， 千万不能大意。

舌根发硬。 突然感觉舌头根
部发硬， 舌头膨大， 说话说不清
楚， 甚至舌头痛， 吞咽困难。

经常呛咳。 在喝水或者进食
过程中， 莫名出现呛咳， 这也是

很多人脑溢血的征兆。
哈欠连天 。 一些病人还介

绍， 他们会不分时间地点情不自
禁的打哈欠， 其实， 这正是大脑
缺氧的征兆。

握力下降。 手臂突然失去握
力， 比如拿一个东西明显感觉拿
住了。 却掉在地上， 有时还伴有
说话说不清楚。

常流鼻血。 如果正常流鼻血
并不可怕 ， 但是如果伴有高血
压， 还经常会出现流鼻血的症状
就要小心了， 专家介绍， 高血压
患者经常流鼻血， 半年内很有可
能出现脑溢血。

白天嗜睡。 一 些 人 在 脑 溢
血 发 病 前 都 会 出 现 嗜 睡的征
兆， 即便在精神很好的白天也睡

意明显， 有非常疲惫、 睡不够的
感觉。

预防脑出血记住这4点

控制好高血压。 高血压是脑
溢血的主要诱因， 因此， 预防脑
溢血主要是控制好高血压。 控制
高血压主要是要平稳， 使24小时
内血压的波峰和波谷接近， 这样
即可避免高血压波动过血管壁的
损害。

保持情绪稳定。 情绪突变，
精神冲突等都会引起交感神经兴
奋， 导致血管收缩及其他自主神
经反应。

防止身体劳累。 体力劳动和
脑力劳动不要过度劳累， 超负荷

工作可能诱发脑溢血。
注意季节保护。 每年夏天 ，

都有不少人被脑出血夺去生命。
夏季气温升高， 皮肤血管扩张 ，
势必造成大脑血流减少， 同时会
有血压波动， 对心血管调节功能
不良及脑动脉硬化的人来说， 易
诱发脑出血。 此外， 寒冷的冬季
也是脑中风多发季节 ， 血管收
缩 ， 血压容易上升 ， 要注意保
暖， 使身体适应气候变化， 还要
根据自己身体情况， 进行一些适
宜的体育锻炼。

“脑卒中1－2－0” 新策略
《北京市2017年度卫生与人

群健康状况》 解读中介绍， 防治
脑卒中重点在卒中症状早期快速
识别 。 及早发现卒中并进行救
治， 是保护患者生命、 避免患者
残疾最重要的手段。 在最佳卒中
急救体系中， 卒中发生5分钟内
就要识别清楚， 并尽快拨打120
急救电话， 保证患者得到及时溶
栓和救治。 那么如何正确快速判
断脑卒中呢？

既往所用的 “FAST” 方法
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 这个意思
为 “快速” 的简单词语来代表卒
中的常见症状和即刻拨打急救电
话 ( Face, 面 部 ； Arm, 手 臂 ；

Spech,语言； Time， 时间)， 该科
普教育效果非常显著， 卒中死亡
率从2010年的排名第三位下降到
2015年的第五位， 该教育模式已
经迅速推广到28个国家和地区。

但由于中国懂英文的人相对
较少， 基于此， 在由中国卒中学
会、 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办公
室等共同主办的 “红手环走进世
界卒中日” 全国健康科普公益行
动上， 中国卒中学会向公众推荐
了 “中风1-2-0” 这样一个便于
公众理解的卒中迅速识别新策
略。 即1张脸，2只胳膊，0(聆)听语
言。 当怀疑发生脑卒中时，看“1”
张脸，看是否不对称、口角歪斜；
查“2”只胳膊，看能否平行举起，
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语言，是
否言语不清、 表达困难。

若有上述突发症状， 需尽快
拨打120急救电话把患者送往医
院就医。 这个方法即使是小孩和
老人也能容易地记住。

相相关关链链接接

天气炎热， 因各类胃肠道疾
病引起的腹泻多发。 专家提示，
在治疗腹泻时， 一些市民往往选
择过量饮用热水、 盲目使用抗生
素等， 这其实都是错误的做法，
需要引起警惕。

不少人认为， 缓解腹泻应该
多喝热水， 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
区。 腹泻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体脱
水， 患者的确需要补水， 但此时
过 量 饮 用 热 水 反 而 可 能 加 重
腹 泻 。 腹泻时人体补水 ， 是要
补充电解质， 药店售卖的电解质
液是最佳选择， 在稀饭、 米汤、
温水中加入少量食盐， 也有类似
作用。

同时， 一些人出现腹泻症状
后， 会选择不吃不喝， 这也是不
可取的。 短时间禁食或许能减少
上厕所的次数， 让人感觉腹泻有

好转的迹象， 但腹泻期间长时间
禁食容易营养不良， 影响身体免
疫力， 身体反而恢复慢。 出现腹
泻的人， 完全是可以吃东西的，
比 如 食 用 稀 饭 、 软 面 条 等 清
淡容易消化的食物， 少食多餐。
在症状好转后， 可以逐渐添加其
他食物。

过度、 盲目使用抗生素也是
一些市民治疗腹泻时的错误选
择。 专家介绍， 引发腹泻的原因
很多， 除了有腹部受凉、 饮食不
节、 消化不良等引起的功能性腹
泻， 还有病毒、 细菌、 寄生虫等
导致的感染性腹泻等。 盲目使用
抗生素不仅会加重人体肠道、 肝
肾功能负担， 还可能会引起胃肠
功能紊乱。 因此， 一定要遵医嘱
谨慎使用抗生素。

（新华）

夏季腹泻多发
专家提示避免治疗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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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诗

44444牢牢记记 点点预预防防脑脑出出血血

脑溢血在医学上称“出血性脑卒中”，因为其发病快、病情凶险，有时不能得
到及时的治疗，因此成为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17》指
出，中国脑卒中发病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北京市2017年度卫生与
人群健康状况》 显示，2016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急性脑卒中事件发生人次数为
84973人次，标化发病率为380.81 ／ 10万，比2015年上升了3.3％。

脑脑血血管管崩崩溃溃前前会会给给你你发发信信号号

每年的三伏天都是失眠的高
峰期， 天气越来越热， 闷热的天
气， 容易使人心情烦躁， 不少人
晚上睡不好， 甚至失眠， 白天无
精打采。

失眠会引起疲劳感、 情绪不
稳 ， 反应迟缓 、 头痛 、 四肢无
力 、 眼 睛 肿 痛 等 症 状 接 踵 而
至， 使得整个身体处于亚健康状
态。 那么， 三伏天里如何才能睡
个好觉呢？

拍打上肢内侧： 双上肢内侧
的正中线， 其实是中医里的心包

经。 由上自下以空掌拍打双上肢
心包经循行部位5~8分钟， 以红
润或出现瘀斑为度。 重点在肘部
内侧 ， 因为中医认为 “肺心有
邪， 其气留于两肘”。 适合于失
眠伴有嘴唇色暗， 面色晦暗， 身
体时有刺痛， 平素思绪多、 压力
大、 情绪易紧张者的患者。

粗盐水泡脚： 每天临睡前用
温水 (亦可用肉桂10克， 夜交藤
30克 ， 加粗盐一匙煮开 ) 泡脚
15~30分钟， 水要没过脚踝， 最
好达小腿位置 。 烫脚时先温后
热， 使足部烫得发红。 然后静坐

在床上， 用左手心 (劳宫穴， 握
拳后中指所对的位置) 对脚心的
涌泉穴 (脚底两个小肉球的交际
处) 揉搓， 再换反方向， 以搓热
为度。 适合于体弱年老， 尤其容
易口干烦躁、 口腔溃疡等易上火
的失眠患者。

脚踩豆按摩 ： 赤小豆 1500
克 ， 小麦1000克 ， 每晚 睡 前 一
起放在铁锅中 ， 文火炒热， 倒
入面盆中， 赤脚而坐， 左右脚轮
番踩踏豆麦， 每次半小时， 可重
复使用。

（王甘）

睡眠不足影响健康 三伏天如何睡得更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