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曦

副刊【生活】14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 李媛│本版编辑 周薇│２０19年 5月 20日·星期一

肺肺癌癌早早期期会会有有 个个症症状状

出汗不仅会丧失凉爽的舒适
感， 最重要的身体里很多矿物质
和水分会随着汗液流失。

出汗会导致身体缺钾

汗液中99%是水分， 剩下的
1%是钠、 钾、 钙、 尿素氮等物。
在这些营养物质当中， 水分和钠
是很容易补充回来 ， 勤喝几杯
水， 吃一些含盐食物即可满足。

但钙和钾两种元素， 本身大
部分人日常摄入就不足， 缺少后
更是难以达到每日身体需要的摄
入量。 钙是骨骼的主要构成， 缺
钙后容易引起骨质疏松甚至发生
骨折 。 而缺钾易出现精神头不
足、 情绪低落、 爱打盹的情况。
严重时还会引起免疫力低下， 血

压升高甚至加重心血管疾病。

夏季多吃这些菜

菠菜是广受营养师推荐的深
绿色蔬菜， 虽然蔬菜并不是补钙
效果最好的食物， 但菠菜的钙元
素含量还是值得称赞一下的。 每
100克菠菜中大约含有99毫克的
钙， 而且菠菜中的钾、 镁、 维生
素C、 维生素K等营养素丰富。

其次推荐空心菜， 空心菜同
样是一种健康的深绿色蔬菜， 每
100克空心菜含钾元素115毫克。

再说说番茄， 番茄含有的最
值得称赞的两种营养素， 番茄红
素和维生素C， 都有比较强的抗
氧化能力， 对清除自由基、 抗氧
化都有帮助。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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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家

5月14日， 贵州豫能新田煤
矿通过采取抓实党建管理、 抓深
安全管控 、 抓细生产组织等举
措，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抓实党建管理。 该矿充分发
挥党建工作优势， 深入开展 “树
转提促” 思想教育活动， 每周对
“学习强国” 情况进行通报， 设
立党员示范岗， 促使各项工作高
质量完成。

抓深安全管控 。 该矿要求
瓦斯高的区域要多打孔 ， 利用
好封孔器。 认真组织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活动， 真正将安全工作做
实做细。

抓细生产组织 。 该矿对产
量、 进尺要有时间节点， 严格进
行考核。 对施工区队明确节点，
实行奖优罚劣， 全面提高干部职
工工作积极性。 （宋忠庆）

贵州豫能新田煤矿
“三抓”管理促提升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查获假冒小米华为手机配件

2019年5月9日， 丰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接到商标权利人小米
公司和华为公司的举报， 反映在
丰台区有商户未经授权擅自使用
其商标， 并销售假冒小米和华为
品牌的手机配件。 接到举报后，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
执法人员， 赶赴商户经营地点进
行调查。 经查， 该商户在网上设
有网站， 通过百度搜索 “小米北
京售后网点” “小米售后” “小
米维修” 等关键字， 在搜索结果
的首页， 当事人的网站就名列其
中。 点开网页， 网页内使用了小
米的图标， 里面的布局装饰与小
米官网十分相似。 小米官方客服
电话为： 4001005678， 该网站的
客服电话为： 4001285678， 与官
方客服电话仅相差2个数字。 在
该网站下方， 还有 “小米客户维
修服务中心 版权所有 ” 字样 。
消费者通过网站客服和网站客服
电话可以预约手机维修服务， 网
站显示的一户维修服务网点地址
为： 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84号

方仕国际黄金珠宝城一楼的 “名
家100” 维修店。 执法人员对客
户服务区内的电脑、 维修单据 、
收付款凭证等进行了检查， 收集
了交易记录。 此外， 联合小米和
华为的商标权利人， 对店内销售
的手机及手机配件进行了检查。
在手机维修区域， 执法人员发现
了小米牌和华为牌手机屏幕， 经
商标权利人现场鉴定， 以上共计
201个手机屏幕， 均为假冒商品。
该公司销售假冒手机屏幕的行
为， 涉嫌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第 （三） 项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
商标侵权行为， 执法人员依法对
以上侵权商品采取了扣押的强制
措施。

下一步 ， 丰台区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将约见该店负责人
了解情况， 综合现场收集的证据
材料及商标权利人提供的材料，
进一步核实该店的涉嫌商标侵权
行为。

（渠忠涛）

近年来， 随着我国工业化速度加快、 环境污染加重、 人口老龄化加剧等等原因， 导致
肺癌发病率不断上升， 2018年全球肺癌新发病例预测约209万例， 死亡约176万例， 肺癌分
别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及死亡病例的11.6％及18.4％， 居恶性肿瘤第一位。 预计到2025年，
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警警惕惕：： 55555
简单地说， 肺癌是原发性支

气管肺癌的简称。 是指起源于支
气管黏膜或腺体的恶性肿瘤。 具

有较高发病率和死亡率 。 据统
计， 早期肺癌的生存率为81.2%、
中晚期肺癌的生存率仅为14.6%。

肺癌有较高发病率和死亡率

肺癌发病年龄有不断下降倾向
近年在全球范围内， 尤其是

在北美、 欧洲等发达国家中， 女
性肺癌的发病率要高于男性， 男
女性别比正逐渐下降。

肺癌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
逐渐增高， 近年来有文献报道，
肺癌发病年龄有不断下降、 肺癌

发病率曲线向前移的倾向。
肺癌往往高发于发达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低。 欧美
国家的肺癌死亡率都有较高水
平， 亚洲相对较低。 在同一国家
内， 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肺癌发
病率一般高于农村地区。

吸烟是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
吸烟。 是肺癌的主要危险因

素之一， 研究表明， 吸烟与肺癌
的发生呈现一定的剂量效应关
系 ， 吸烟量越多 ， 吸烟年限越
长， 开始吸烟年龄越早， 肺癌的
致病风险越高。

被动吸烟同样如此。 吸烟者
肺癌死亡率约为不吸烟者的10倍
以上， 戒烟后可以减少肺癌发生
的危险性。

在我国人群吸烟状况已成为
影响我国肺癌发病的主要因素。
随着未成年人和年轻女性烟民的
不断增加， 我国肺癌发病和死亡
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遗传。 来自中国的一项研究
表明， 具有家族史的女性亲属罹
患肺癌风险比男性更高。

环境污染。 大气和环境污染
是导致肺癌发生的另一个危险因
素， 比如机动车废气、 采暖及工
业燃烧废物、 室内烟草烟雾、 生
活燃料和烹调时油烟、 室内空气
污染与肺癌， 特别是与女性肺癌
的发病有重要的关系。

职业暴露。 常见在一些经济

欠发达地方， 劳动保护力度相当
薄弱。 由于劳动保护水平相对较

低， 处于煤矿加工产业、 建筑业
等低产业链的职业。

教您辨认肺癌常见症状
肺癌的特征反应表现明显，

但易与其他疾病混淆， 如果你较
长时间持续发生以下症状， 那么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咳嗽。 典型的表现为阵发性
刺激性干咳， 一般止咳药常不易
控制。 对于吸烟或患慢性支气管

炎的病人， 如咳嗽程度加重， 次
数变频， 咳嗽性质改变如呈高音
调金属音时， 尤其在老年人， 要
高度警惕肺癌的可能性。

痰中带血或咯血。 是肺癌的
常见症状， 肺癌咯血的特征为间
断性或持续性、 反复少量的痰中

带血丝， 偶有大咯血。
胸痛。 常表现为胸部不规则

的隐痛或钝痛。
胸闷、气急。 多见于肺功能较

差的病人，一般会引起呼吸困难。
声音嘶哑 。 通常伴随有咳

嗽。 并伴有发热，消瘦和恶病质。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肺癌可防可控
既然肺癌危害如此大， 我们

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啊，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

是可怕的， 但是很多疾病也都是
可以预防的， 只要我们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 ， 肺癌是可以预防
的， 也是可以控制的。 已有的研
究表明：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控烟
和保护环境后， 近年来肺癌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已明显下降。

肺癌的预防可分为三级预
防， 一级预防是病因干预； 二级

预防是肺癌的筛查和早期诊断，
达到肺癌的早诊早治； 三级预防
为康复预防。

所以， 为了防止肺癌的进一
步发生 ， 大家务必做到以下几
点 ： 禁止和控制吸烟 ； 保护环
境 ； 职业因素的预防 ； 科学饮
食： 对肺癌产生最大预防影响的
饮食因素分别为水果、 蔬菜及存
在于水果和蔬菜中的特定抗氧化
剂及微量营养素。 高抗氧化营养
素的饮食可减少DNA氧化损伤，

从而预防癌症； 开展全面健康教
育； 实行全民戒烟运动， 加强环
境污染治理， 降低肺癌发病的环
境因素影响； 加强高危人群的体
检， 做到肺癌的早诊早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