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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怎么鉴别是普通咳嗽还
是哮喘？

咳嗽是感冒的一种表现， 但
不是感冒独有的症状。 普通感冒
往往在1-2周内自然痊愈， 单纯
以咳嗽为主要表现， 或者感冒的
其他症状如鼻塞、 流涕、 发热等
都已经好转， 仅仅剩慢性咳嗽久
治不愈超过一个月还不好， 这时
要想到 “咳嗽变异性哮喘”。

咳嗽变异性哮喘过去又称为
过敏性咳嗽， 指以慢性咳嗽为主
要或唯一临床表现的一种特殊类
型哮喘。在哮喘发病早期阶段，大
约有５%一６%是以持续性咳嗽为
主要症状的， 多发生在夜间或凌
晨，常为刺激性咳嗽，此时往往被
误诊为支气管炎。 它的病理生理
改变与哮喘病一样， 也是持续气
道炎症反应与气道高反应性。

如果进入春、 秋季接触了过
敏原、 冷空气、 刺激性气味、 运
动后发作 ， 或夜间常咳醒 ， 胸
闷、 气急、 气喘， 严重时呼吸困
难； 生病气喘时， 出现类似 “吹
哨” 的高调呼吸音， 病程超过两
周， 服用抗生素、 止咳化痰药也
不见起色或者病情总是反复， 要
注意可能患上了变异性哮喘， 应
该及时就医。

哮喘的激发因素

大多数哮喘患者都属于过
敏 体 质 ， 其发病有许多因素参
与， 包括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两
个方面。

常见的诱发因素 粉尘和大
气污染、 运动/物理性刺激 、 病

毒感染 、 心理因素 （紧张 、 激
动）、 药物因素 （如阿司匹林、 β
阻断剂）、 气候改变 （如冷空气
刺激）。

变应原 尘螨、 花粉、 霉菌
孢子、 动物皮毛和皮屑、 烟草烟
雾、食物等。 如长期待在螨、霉菌
等大量繁殖的空调房， 或吸入柳
絮、 二手烟， 以及高脂高蛋白饮
食增加等， 均有可能引发哮喘。

哮喘患者的预防和治疗

饮食 追查过敏原， 避免食
用疑有过敏的食物。 可采用质优
量足的蛋白质， 维生素及较高碳
水化合物膳食， 但脂肪供给量应
适宜。 清淡饮食， 忌油腻辛辣，
控制糖分、 盐分的摄入。 如果是
过敏性哮喘， 不要吃海鲜鱼虾，
芒果等容易过敏的食物。 对于肥
胖病人， 脂肪供给量宜低， 以达
到去痰湿与适当减肥的目的。 哮
喘急性发作时， 特别是哮喘持续
状态时， 应考虑给予静脉补充营
养素， 防止营养不良。 宜进流质
或半流质饮食， 并尽量鼓励患者
多饮水， 以补充失水和有利于痰
液的排出。 应注意避免奶类及制
品， 同时禁止吸烟、 饮酒， 以免
影响呼吸道稳定。

居住环境 房间内注意通
风， 尽量达到每日开窗通风至少
两次， 每次30分钟以上， 同时注
意湿度 ， 泼洒清水和使用加湿
器， 既可以加湿， 又可以控制地
面灰尘飘散。 注意保暖， 以防因
感冒从而诱发哮喘的复发。 定期
更换床单被罩， 定时除螨。 如房
间内消毒， 应避免气味较大或气
味刺激的消毒液。

运动 哮喘患者不适合一些
高强度运动的， 可以做一些强度
比较低的运动或是中等强度的运
动， 比如游泳、 慢跑、 骑自行车
等， 对于哮喘患者都是有一定的

好处的。 尤其是游泳， 与其他的
项目比较， 游泳很少会引起患者
气道阻塞， 而且在水中运动的时
候胸腔受到很大的压力， 为保证
氧气的供给， 胸腔会不断地进行

呼吸练习。 但在水中游泳的时候
要注意， 不能活动过快， 也不能
大口地进行呼吸， 而是要有规律
的、 坚持的游泳， 对提高肺活量
是十分有益的。

在公园或者绿化环境比较好
的场所， 骑自行车和慢跑也是比
较适宜的运动， 可以起到提高肺
活量、 改善哮喘患者的肺功能、
抑制病情发展的作用。 但不要急
于求成 ， 活动前先进行热身运
动， 循序渐进， 同时注意不要在
灰尘较多的土质跑道上活动， 也
不要在大风、 含有花粉或雾霾较
大的天气里进行室外运动。 在运
动的过程中注意使用鼻腔呼吸，
如出现不适， 应立即停止活动。

情绪管理 支气管哮喘的患
者容易因为病情的反复， 或者对
治疗效果的担忧， 表现出焦虑、
抑郁、 紧张等情绪。 家属和朋友
应多鼓励和陪伴， 患者自身也应
当自我疏导， 放松精神状态， 保
持乐观的情绪。

用药 已患有哮喘的患者 ，
治疗时要遵从医嘱，坚持用药。有
研究表明，通过合理、规律、科学
的长期坚持治疗， 有80%的患者
可以使哮喘得到完全抑制， 在工
作、学习、生活中和正常人一样。

随着气温转暖， 民众旅游热情高
涨， 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和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对
旅游景区及其周边食品流通经营主体
开展安全检查。

推行分类管理， 守住关键点 。 梳
理统计辖区已开业、 计划开业的旅游
景区及其周边的食品经营主体数量 ，
根据各主体开业状态、 分布情况、 销
售范围、 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合理制定
检查计划， 以销售散装熟食、 现制现
售、 提供堂食服务的便利店、 食杂店、
便利车的主体为重点， 有序开展执法

检查。
强化监督检查， 控制风险点 。 加

大日常巡查频次 ， 根据季节性特点 ，
加强对销售过期、 变质 、 “三无” 食
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同时向经
营主体宣贯创卫精神。 发放 《旅游景
区及其周边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自查
表》， 要求各经营者比照自查表开展风
险隐患自查， 落实整改措施， 报送自
查自纠情况， 做好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自查、 自改、 自报的闭环管理。

突出服务指导， 化解疑难点 。 结
合各业态特点， 对各主体分类进行食

品安全工作提示。 引导提供堂食的商
家做好人员信息登记、 控制就餐间距，
指导从事现场制售、 散装熟食销售业
务的主体， 规范现场操作流程， 增设
免洗洗手液等消杀用品， 严防食品安
全隐患。

畅通维权渠道， 聚集关注点。 通
过发放宣传提示单， 提高食品经营者
和群众维权、 安全意识。 在旅游景区
公布12315投诉举报电话， 健全完善值
班制度， 及时受理和依法处理旅游景
区食品安全的申诉、 举报， 做好维权
工作。 （刘聪）

开展旅游景区及其周边食品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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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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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春天就咳嗽， 很
长时间不见好， 这到底是
感冒还是其他原因？ 你可
能不知道， 有一种哮喘叫
“咳嗽变异性哮喘”。 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
师马岭涛提醒， 患上了变
异性哮喘若不及时调理 ，
很可能发展成过敏性哮
喘，如治疗不当，甚至会发
展至成人哮喘伴随终生！

警惕咳嗽变异性哮喘
老不好咳咳嗽嗽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年 5月 7日上午 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对一批报废

电力设备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5 月 6 日 12 时前将 0.5 万元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指定账

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取得竞买资格。
预展时间：2021年 5月 4日 -5月 5日
预展地点：标的存储地
联系人：张先生；咨询电话：13701364704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羊坊路 19号十里河奇石花卉城内北京观赏石协会 2层

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21 年 5 月 7 日上午 10:00 在北京市朝阳

区望京中环南路 5号二层会议室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名称：某单位报废资产一批（以实物现状为准）。
资质审验时间：2021年 5月 6日 9:30-12:00

��������因疫情本次拍卖不安排现场踏勘
竞买人条件：境内注册的法人企业，注册资本伍仟万圆以上，具有废旧资产回收资质（不

接受联合受让），验审原件。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竞
买人决定参与竞买的，视为对拍卖财产完全了解，并接受拍卖财产一切已知和未知瑕疵。

凡有意竞买者于 2021年 5月 6日 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伍拾万元整交纳至拍卖公司指
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在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联系人：任先生。 联系电话：13522161404

刊登热线：13699137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