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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

红灯

鱼是优质蛋白质来源之一，
但很多人因为怕鱼刺多就放弃了
这道美食。 其实， 淡水鱼中的桂
鱼、 鲈鱼、 鲶鱼、 黄腊丁， 都是
刺相对较少的鱼； 海鱼中的如鲅
鱼、 黄花鱼、 鲳鱼、 三文鱼、 秋
刀鱼、 鳕鱼、 金枪鱼、 鲷鱼、 石
斑鱼等， 也是没什么肌间刺或肌
间刺极少的鱼。

说火龙果不甜的人 ， 一定
是不会挑火龙果 。 4招选个甜
到爆汁的火龙果 ： 1.颜色要往
深了挑； 2.造型要矮胖； 3.手感
要够重 ； 4.摸起来稍微有点软 。
由于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而便秘的
人， 吃火龙果有利于通便， 但腹
泻者不宜多吃。

夏天来临， 不少人选择轻薄
透气的防晒皮肤衣； 其中又以厚
度越大、 颜色越深、 织线越密集
的服装效果越好。 紫外线防护指
数大于40的防晒衣才能起到防晒
作用 ， 但这种布料经多次洗涤
后， 防晒效果会有所降低。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耳朵是
人体整体的缩影， 耳部与整个机
体的经络 、 脏腑关系都非常密
切， 心脏出了问题， 可能会在耳
朵上表现出一些异常反应。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 耳垂部
位的小血管分布非常密集， 患有
冠心病的人， 一般都存在动脉硬
化， 容易造成耳垂局部组织缺血
缺氧， 从而形成皱纹。

4步挑到超甜的火龙果

耳垂皱纹心脏病风险高

不会吐刺的人吃这些鱼

洗防晒衣防晒指数降低

□本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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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数数导导致致哮哮喘喘的的

5月7日， 新田煤矿围绕矿井
安全管理重点，多措并举，力求实
效，不断提高矿井安全管理水平。

明确职责促落实。 该矿积极
实施安全包保机制， 要求各部室
依照各自职责， 做好帮扶指导，

要求各区队认真做好自主管理，
提高工作积极性。

精细管理提标准。 该矿积极
实施精品工程， 要求各单位要从
制度流程、 精细管理着手， 加强
班组管理， 做好学习交流， 进而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转变作风树正气。 该矿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 “贴近一线、
服务基层、 帮助群众” 为工作原
则， 及时帮助协调解决职工群众
反映的问题和困难。 （宋忠庆）

贵州豫能新田煤矿 扑下身子抓安全

罪罪魁魁祸祸首首

哮喘是支气管哮喘的简称。
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细胞 （如嗜
酸性粒细胞、 肥大细胞、 T淋巴
细胞、 中性粒细胞、 气道上皮细
胞等） 和细胞组分参与气道慢性
炎症性疾患。 这种慢性炎症导致

气道高反应性的产生， 通常出现
广泛多变的可逆性气流受限， 并
引起反复发作的喘息、 气急、 胸
闷或咳嗽等症状 ， 常在夜间和
（或） 凌晨发作、 多数患者可自
行缓解或经治疗缓解。

什什么么是是哮哮喘喘？？

引引起起哮哮喘喘的的病病因因有有哪哪些些？？

目前认为支气管哮喘是一种
有明显家族聚集倾向的多基因遗
传性疾病， 它的发生既受遗传因
素又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遗传因素。 哮喘的病因多数
和遗传有关， 如果家里有哮喘方
面的病人， 那么直系亲属或者后
代患病率就是比较高的， 患病率
越高， 患者的病情就越严重。

变应原。 还可以由于环境的
污染引发的哮喘， 比如有些人对
尘螨、 花粉、 柳絮等物质过敏而
引发的哮喘。 有些患者从事的职
业， 比如接触染料、 面粉、 咖啡
也容易引发哮喘。 还有一些人本
身有一些其他的病症， 因为长期
服用抗生素类的药物， 也可以引
起哮喘。 最后还有一些人抽烟，
也是可以引起哮喘的。

促发因素。 感染。 哮喘的形
成和发作与反复呼吸道感染有
关， 最常见的是鼻病毒， 其次是
流感病毒、 副流感病毒、 呼吸道
合胞病毒及冠状病毒等。

气候改变。 当气温、 湿度、
气压和空气中离子等发生改变时
可诱发哮喘， 故在寒冷冬季或秋
冬气候转变时较多发病。

吸烟。香烟烟雾（包括被动吸
烟）是户内促发因素的主要来源，
是一种重要的哮喘促发因子，特
别是对于那些父母抽烟的哮喘儿
童，常因吸烟引起哮喘发作。

环境污染。 与哮喘发病关系
密切 。 诱发哮喘的有害刺激物
中 ， 最常见的是煤气 （尤其是
SO2）、 油烟、 被动吸烟、 杀虫喷
雾剂等。 烟雾可刺激处于高反应
状 态 的 哮 喘 患 者 的 气 道 ， 是
支 气 管收缩 ， 甚至痉挛 ， 致哮
喘发作。

精神因素。患者紧张不安、情
绪激动等，也会促使哮喘发作，一

般认为是通过大脑皮层和迷走神
经发射或过度换气所致。

运动。 哮喘患者在剧烈运
动 后 诱 发 哮 喘 发 作 ， 常 表 现
为咳嗽 、 胸闷 ， 听诊可闻及哮
鸣音， 多数患者在一小时内可自
行缓解 。 有些患者虽无哮喘症
状， 但运动后诱发支气管平滑肌
痉挛。

药物。 有些药物可引起支气
管哮喘发作， 主要有包括阿司匹
林在内的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和含
碘造影剂，或交感神经阻断剂等。

月经、妊娠等生理因素。不少
女性哮喘患者在月经前3～4天有
哮喘加重的现象， 可能与经前期
黄体酮的突然下降有关。

围生期胎儿的环境。 妊娠9
周的胎儿胸腺已可产生T淋巴细
胞， 且在整个妊娠期胎盘主要产
生辅助性Ⅱ型T细胞 （Th2） 因
子， 若母亲已有特异性体质， 又
在妊娠期接触大量的变应原或受
到呼吸道病毒特别是合胞病毒的
反复感染， 即可能加重其调控的
变态反应， 以至出生后存在变态
反应和哮喘发病的可能性。

哮哮喘喘发发作作时时有有哪哪些些表表现现？？

哮喘根据临床表现分为急性
发作期、 慢性持续期和临床缓解
期。 暂时没有哮喘症状不代表哮
喘治好了。 判断哮喘控制的指标
应该是无咳喘症状 ， 肺功能或
PEF持续正常 ， 肺部无哮鸣音 ，
遇到任何诱发因素如感冒 、 运
动、 气候转变等均不发作。

典型的支气管哮喘出现反复
发作的胸闷、 气喘及呼吸困难、

咳嗽咳痰等症状。 在发作前常有
鼻塞 、 打喷嚏 、 眼痒等先兆症
状， 发作严重者可短时间内出现
严重呼吸困难、 低氧血症。 有时
咳嗽为唯一症状 （咳嗽变异型哮
喘）。 在夜间或凌晨发作和加重
是哮喘的特征之一。

哮喘症状可在数分钟内发
作。 有些症状可自行缓解， 但大
部分需积极处理。

哪哪些些检检查查可可以以监监测测哮哮喘喘？？

变应原检测。 有体内的变应
原皮肤点测试验和体外的特异性
IgE检测， 可明确患者的过敏症
状， 指导患者尽量避免接触变应
原及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

肺功能测定 。 主要 有 通 气
功能检测 、 支气管舒张试验、
支气管激发试验和峰流速及其日

变异率测定。 是评估现场控制程
度的重要依据之一， 有助于疾病
确诊。

胸部X线检查。 多无明显异
常。 但哮喘严重发作者应常规行
胸部X线检查， 注意有无肺部感
染、 肺不张、 气胸、 纵隔气肿等
并发症的存在。

哮哮喘喘发发作作可可以以预预防防和和控控制制

虽然哮喘目前没有办法完
全根治 ， 但哮喘的发作是可以
预防和控制的。 最主要预防措施
包括：

预防呼吸道感染 。 合 理 作
息 、 适 当 锻 炼 、 在 季 节 交替
的 时 候 做 好 保 暖 措 施 等 预 防
呼 吸 道感染的发生能有效减少
哮喘发生。

减少过敏原接触。 室内变应
原包括尘螨、 蟑螂变应原、 霉菌
等。 地毯、 空调机或加湿器是尘
螨及其它昆虫的理想栖息地， 亦
成为细菌和霉菌的滋生地。

每周用热水洗涤床单被褥和
毛毯， 烘干器烘干或在太阳下暴
晒消毒后再用。 降低室内湿度，
注意通风保持干燥。 室外过敏原
最常见的是花粉 。 在花粉高峰
期， 应关好门窗呆在室内， 若无
法避免， 可预先给予花粉阻断剂

涂抹鼻腔或戴口罩。
合理饮食、 适当锻炼。 日常

饮食尽量不要嗜食辛辣刺激的食
物， 长期频繁食用此类食物后会
导致咽部黏膜受损， 容易发生感
染或炎症， 从而引发哮喘。 故平
时饮食应以清淡为主， 合理搭配
优质蛋白。

适当体育锻炼， 运动量不宜
过于剧烈和过量， 以免诱发哮喘
的发作。 以慢跑， 游泳等有氧运
动为主。 循序渐进， 逐步增加运
动量， 以增强体质， 减少呼吸道
的感染。

春夏之交， 百花齐放。 但对于哮喘患者来
说， 无论是竞相开放的鲜花还是漫天飞舞的杨
柳絮， 都不是个能让人放心玩耍的季节。

公

告

北京市房山区环境监察支队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19年4月25日
起90日内向本算清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9年5月14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呼吸康复中心主任
副主任医师 姜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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