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血管疾病患者：
注意生活节制

节日期间， 生活有较大的改
变， 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 生活节奏改变。 虽然是在
休息日， 因为要不停走亲访友，
实际上生活节奏变快了。 第二，
饮食方式改变。 平时比较清淡比
较自在的饮食方式完全发生改
变， 大家会在这期间大鱼大肉，
推杯换盏。 第三，生活模式改变。
在这期间经常要打牌、玩乐，睡眠
节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另一方面， 冬天比较寒冷，
会引起冠状动脉痉挛， 容易引起
非常重的心绞痛的发作， 甚至心
肌梗死。 因此出门的时候要特别
注意保暖。 在聚餐的时候， 常常
听到这么一句话 ， “反正过节
了， 今天多喝几杯”， 殊不知这
样的情况常常使有潜在心血管病
风险的病人因此而诱发比较严重
的后果 ， 出现心绞痛 、 心肌梗
死。 所以一定要注意生活节制，
不要暴饮暴食、 大吃大喝。

除此以外， 春节期间还要特
别注意休息， 不要到了亲戚家一
夜打牌、 一夜聊天， 这种休息方
式的改变， 对心血管疾病患者来
说也是很危险的， 也是导致出现
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重要诱因。

老年患者：
外出旅游药物分开放

春节期间是生活变化非常剧
烈的一个时期。 老年人平常生活
可能比较稳定， 春节期间可能生
活变得不太规律。 老年人的高血
压、 冠心病， 还有其他的呼吸系
统疾病和慢性肾脏病， 都与生活
方式有密切相关的关系。

以血糖为例， 生活方式的方
方面面都影响着血糖， 包括一个
情绪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血糖，
情绪的应激可以引起很多激素的
变化， 现在睡眠时间明显减少，
部分性睡眠剥夺也有可能影响到
血压、 血糖变化。

老年人还可能和子女一起到
异地度春节， 这种情况要注意规
划好自己的旅途行程， 做到张弛
有度。 千万不要忘记携带药品，
包括降糖药、 降压药等。 建议老
年人外出旅行时药物分开存放，
万一哪一个行李遗失可以保证短
期内有药可用， 就近到医疗机构
获得后续治疗。 糖尿病的胰岛素
不能托运， 就要随身携带， 还要
携带好自己的血糖仪等等。

儿童：
吞食异物分三种情况

儿童意外伤害是造成儿童致
残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 过年时
有些风险比平常更高。 比如异物
的伤害， 一般来说， 咽下去的东
西， 只要不是刀片、 钉子等尖锐
的物品， 通常没有什么危险， 随
着大便就可以排出来， 所以这种
情况不用特别紧张。

呛到气管的东西比较危险。
第一种情况是异物比较小， 一下
进了气管， 这时候孩子在嘴里有
异物的时候主要表现为突然的呛
咳， 如果异物稍微大点， 可能同
时会伴有喘气费劲、 呼吸困难，
甚至面色青紫， 这种情况往往提
示异物进了气管了， 这时候可能
在家处理不了， 要尽快到医院由
医生处理。

另外一种情况是喉的异物，
比如吃葡萄、 果冻的时候一下子

卡到喉 ， 这时候孩子会突然窒
息 ， 这种情况现场抢救非常重
要。 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
第一， 突然孩子没有声了， 看孩
子的眼神非常惊恐， 有咳嗽动作
但是出不了声。 第二， 很快意识
丧失、 昏迷， 甚至心跳停止。 这
种情况要视孩子的大小进行现场
救治， 家长应该掌握救治方法。

如果孩子很小 ， 手能托得
动， 急救步骤如下：

①找一个能坐稳的地方；
②一只手捏住孩子颧骨两

侧， 手臂贴着孩子的前胸， 另一
只手托住孩子后颈部， 让其脸朝
下， 趴在救护人膝盖上；

③在孩子背上拍1~5次， 并
观察孩子是否将异物吐出。

如果大一点的孩子能清醒站
住， 急救步骤如下：

①从后面抱住孩子， 让他脸
朝前， 身体紧紧贴住你；

②一个手握拳放到孩子的心
窝口下面， 摸到胸部下面有骨头
这块正是胃的地方， 另一个手攥
拳头用力猛压， 靠胃部和肺部的
气体往上冲， 把东西冲出来， 反
复实施。

无论用什么方法， 一旦孩子
有点反应， 赶紧打开嘴看看， 如
果能够看到异物就取出， 如果看
不到继续按以上方法急救， 直到
异物出来为止， 千万别下手去嘴
里抠异物。

（岳铭）

副刊【生活】1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 李媛│本版编辑 周薇│２０19年 1月 30日·星期三

丰台工商分局快速反应
严查“遛娃神器”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对 “遛娃神器 ” 开展风险监测
的情况和媒体对于 “遛娃神器 ”
的相关报道， 丰台工商分局迅速
反应， 开展辖区 “遛娃神器” 整
治行动。

一是认真排查， 迅速下架违
规商品。 分局要求各工商所加强
排查辖区内商场、 超市、 市场 、
儿童用品经销商， 发现有销售违
规 “遛娃神器” 的立即下架。 整
治期间共检查经营主体20户， 发
现3户经营主体销售违规 “遛娃
神器 ” ， 已将在售的 12个违规
“遛娃神器” 予以下架。

二是加大宣传， 提升公众对
“遛娃神器 ” 危害性的知晓度 。
分局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此类商品
质量存在安全风险的警示和消费
提示， 引导社会公众不购买此类

商品。
三是严密监控， 及时沟通相

关信息。 春节将至， 分局将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 将 “遛娃神器”
纳入节日重点商品监管范畴， 开
展不间断检查， 及时沟通相关情
况， 让老百姓过一个平安、 祥和
的春节。 （李红云）

■生活资讯

当你吃盐过多时， 会发生令
人惊讶的五个短期症状 。 美国
《预防》 杂志网站近日对此进行
了总结。

手指变粗 如果你的体重没
有任何增长， 但突然间感觉戴的
戒指小了两号， 这很有可能是水
潴留造成的； 如果你近期吃了过
多的盐，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嘴干 如果你感觉就像吃了
一团棉花球， 这可能是吃盐过多
的过错。 在食用了含有大量钠的
食物之后， 身体会感觉盐和水的
含量失衡了。 为了恢复平衡， 你
需要多喝水。 因此， 大脑会发出
口渴的信号， 促使你狂饮。

头痛 发表在 《英国医学杂
志》 上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 与

每天摄入1500毫克钠的人相比，
每天食用3500毫克钠的成年人头
痛的可能性高出了近1/3。

总想排尿 喝了太多的水并
不是让你尿意频繁的唯一原因。
令人惊讶的是， 吃了太多的盐也
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当有过多的
盐进入身体时， 肾脏就会加班加
点的工作， 以清除多余的盐， 这
就造成了小便量增多。

反应变慢 吃过多的盐会让
人脱水， 而脱水会让人清晰思考
的能力骤然下降。 与体内有充足
水分时相比， 轻度脱水会造成女
性在测量注意力、 记忆力、 推理
能力和反应时间的认知功能测试
中的表现变差。 此外， 脱水还会
让人的情绪一落千丈。

（田贺）

五五个个迹迹象象提提醒醒你你
吃多了盐盐

小心这些食物
损害男性生育能力

造成男性精子质量下降的原
因很多， 如疾病、 吸烟、 接触有
毒化学物质。 可是你知道么？ 平
常饮食也会影响精子质量， 注意
避开这些食物。

高脂肪饮食。 研究显示高脂
饮食后，精液量、精子运动能力，
畸形精子比率均有显著改变。

人造奶油、 派、 起酥面包、
甜味奶茶等各种含人造反式脂肪
酸的食物， 也会导致精子浓度和

精子总数会越少， 弱精子症的发
生率更高。

现在吃外卖的人越来越多，
殊不知塑料制品中的双酚A、 环
境污染物二恶英和多氯联苯等有
环境激素活性的物质， 很易在高
温下释放进食物中， 这些物质会
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

果蔬上的农残对精子的伤害
也非常大 。 吃果蔬前一定要清
洗干净。 （王甘）

节假日三类人最需注意健康风险

大红的灯笼、 纷飞的礼花、 人头攒动的车站……这一
切都预示着一个喜气洋洋的春节即将来到， 新年正款款向
我们走来。 新春佳节无论您是风尘仆仆回老家尽享天伦也
好， 宅在家里休闲放松也罢， 我们要提醒您的是———

欢喜过大年
健康应为先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
下人员执业证遗失
沈海源 02000111000080002018208307
苗天麟 02000111000080002018153868
王海龙 02000111000080002018174089
苗洪斌 02000111010580002016002077
李 想 02000111000080002017285104
苏 颖 02000111000080002018050320
张书阳 02000111000080002018164624
刘红雨 02000111000080002018180075
杜海兰 02000111000080002018050821
黄玉婷 02000111000080002018105745
孙 悦 02000111000080002016088075
刘远莹 02000111000080002018092273
彭兴娟 02000111000080002018152919
陈天友 02000111000080002018175145
司 宇 02000111000080002018208671
贾艳飞 02000111000080002018174304
刘玉波 02000111000080002018171592
王志红 02000111000080002018182329
庞冰冰 02000111000080002018202607
李亚娜 02000111000080002018059667
马 静 02000111000080002017269387
刘 堃 02000111000080002018180350

谢 飞 02000111000080002018183362
孙 靖 02000111000080002018199289
靳 静 02000111000080002016126333
陈 瑾 02000111000080002018175137
程晓华 02000111000080002018163040
刘 帅 02000111000080002018195884
吕长军 02000111000080002018074392
郝二明 02000111000080002018202256
李辰辰 02000111000080002018127700
马 亮 02000111000080002018148176
褚滕滕 02000111000080002017116189
夏文平 02000111000080002018074665
朱永安 02000111000080002018174257
冻少风 02000111000080002016120628
张天华 02000111000080002018159418
刘庆华 02000111000080002018118983
宋立立 02000111000080002018070759
杨迎春 02000111011180102016003364
丁会会 02000111000080002018174337
高明明 02000111000080002018079178
朱洪聪 02000111000080002018130352
姚柏顺 02000111000080002018197058
王 斌 02000111000080002018153495
张春青 02000111000080002018172075
李建平 02000111000080002018171460
路朋冲 02000111000080002018173607
帅淑娟 02000111000080002018179454
张 帅 02000111000080002018191784
刘小雷 02000111000080002018159311
张新亮 02000111000080002018169508
刘贺佳 02000111000080002018158667

刘丽娜 02000111000080002018156294
朱智慧 02000111000080002018164059
宋小龙 02000111000080002018149587
张 松 02000111000080002018122504
崔宝杰 02000111000080002018157666
潘艳春 02000111000080002018146785
董小改 02000111000080002018128921
殷东洋 02000111000080002018159514
邓 飞 02000111000080002018134047
卢 美 02000111000080002018108065
廖 沙 02000111000080002018120988
谷 琴 02000111000080002018153591
武建英 02000111000080002018165939
黄先喜 02000111000080002018163621
叶婵露 02000111000080002018173615
张树伟 02000111000080002018116196
曹天英 02000111000080002018141239
王秀芳 02000111000080002018159598
张继东 02000111000080002018150011
高海玲 02000111000080002018183395
王艳雪 02000111000080002017083958
赵 娜 02000111000080002017003108
郭 庆 02000111000080002018130504
陈昕祎 02000111011280002016009027
刘素敏 02000111000080002018167434
阮 聪 02000111000080002018143453
田士旺 02000111000080002018146832
马 杰 02000111000080002018078628
刁春良 02000111000080002018160767
孙越成 02000111000080002017274171
胡雪婧 02000111000080002018067720

范 琴 02000111000080002018182878
杨再伟 02000111000080002018118838
杨飞彪 02000111000080002017051880
李培菊 02000111000080002018148051
张振士 02000111000080002018162990
陈 越 02000111000080002018065347
李 明 02000111000080002018039578
任广亮 02000111000080002018166169
张帅涛 02000111000080002018174064
韩艳霞 02000111000080002018118862
吕鹏飞 02000111000080002018131440
孙 淳 02000111000080002018072990
薄晓娇 02000111000080002018140776
崔锦梅 02000111000080002018168118
向海洋 02000111000080002018177410
窦晓东 02000111000080002018174798
侯旭东 02000111000080002017198708
周维清 02000111000080002018170668
刘 芬 02000111000080002018097850
张天骥 02000111000080002018142276
马 野 02000111000080002018184191
刘 靓 02000111000080002018148060
崔彦红 02000111000080002017232109
殷永志 02000111000080002018020454
冯银彪 02000111000080002016077663
邓月刚 02000111000080002017182092
邓福梅 02000111000080002018072844
肖国良 02000111000080002018146824
杨 志 02000111000080002017035846
赵 瑞 02000111010180502016000280
章腊梅 02000111000080002017205956
于 锋 02000111000080002017264182
张文静 02000111000080002018029646
汪尚玲 02000111000080002017231979

声明北京龙成凯科贸有限
公司，不慎将银行开户

许可证及财务专用章遗失 ， 开户
性质：基本账户，账号：912001548
00118140,核准号：J0001451073
01，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
京电子城支行，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北京汇达通润有限公
司，不慎将银行开户许

可证及财务专用章遗失， 开户性
质：基本账户，账号：9120015480
0116210,核准号：J10001435424
01 开户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
京电子城支行，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北京铂天德商贸有限
公司，不慎将银行开户

许可证及财务专用章遗失 ， 开户
性质：基本账户，账号：91200154
800118096,核准号：J000145116
901，开户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北京电子城支行，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北京吉祥三财装饰中
心,不慎将银行开户许

可证丢失。 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
马池口支行开户许可征， 核准号:
J1000064923803，账号：061703
013000004075,开户性质 ：基 本
账户，声明作废。

声明北 京 智 科 云 网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北京中国建设银行东大桥支行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1
000222146201，账号 ：1105016
6360000002987，现声明作废

声明北京宏鼎通商贸有限公
司， 不慎将银行开户许

可证遗失 ，开户性质 ：基本账户 ，核
准号 ：J1000167093801， 账号 ：0200
059209200088397，开户银行 ：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滨河工
业区支行 。 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中吉汇金 （北京 ）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不慎将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1
000139631702,账号：012600010
3000001363，开户银行 ：北京 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四十
条支行，开户性质：基本账户

声明北京景秀伟业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不慎将银

行开户许可证丢失，开户行 ：中国
建设银行北京南环路支行，账号：
11001193700059000127 核 准
号：J1000090782902，开户性质 ：
基本账户，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承租人孙树桐不慎将西城区南露
园 7 号楼 2 门 202 号房本遗失 ，
房 本 编 号 ：540， 身 份 证 号 ：
1101xxxxxx3310�特此声明作废

刊登热线
13699137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