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健康监测 健康快乐过寒假

寒假临近， 东城区卫生健康
监督所重点围绕学校和托幼机构
因病缺勤追踪 、 传染病疫情上
报、 日常通风消毒、 饮用水卫生
管理、 师生健康监测等方面加强
传染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 此外， 卫生监督员还为即
将迎来假期的学生和家长提出了
5点小建议：

做好健康监测 家长和共同
居住人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每日
测量体温， 关注自身健康状况。
出现发热、 干咳、 乏力、 味觉嗅
觉减退、 鼻塞、 流涕、 咽痛、 结
膜炎、 肌痛和腹泻等11类症状，
应及时主动上报， 按规定就医。

落实个人防控责任 家长和
学生非必要不出京， 尤其是不能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如接触了中

高风险地区来京人员 ，请立即主
动向学校报告 ， 并配合做好健
康监测、 核酸检测等相应的防控
措施。

注意个人卫生 勤洗手， 注
意个人卫生及室内清洁 。 用餐
前、 便前便后、 触摸眼口鼻前，
在流动水下用肥皂或洗手液按
“七步洗手法” 洗手。 不随地吐
痰 ， 咳嗽 、 打喷嚏时要遮掩口
鼻。 避免去人群密集、 空气不流
通的公共场所， 减少染病风险。

适当户外运动 运动不仅有
利于身心健康， 更可以促进血液
循环， 提高学习效率， 可以做做
操、 快走或慢跑等。

保障良好睡眠 小学生不少
于10小时， 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
高中生不少于8小时。

□本报记者 盛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

健康在线
协协 办办

以案
释法

·广告·

郑某以抵押贷款方式购买了
一辆汽车 ， 并已办理了抵押登
记。 在抵押期间， 郑某将车辆转
让给了好友陈某 ， 但未告知银
行， 也未与陈某办理车辆过户手
续， 只是与陈某约定， 郑某将还
款账户存折交给陈某， 由陈某按
期还款。 可陈某未按期还款， 郑
某该怎么办？

案例点评：

抵押期间， 抵押人可以转让
抵押财产。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抵押财产转让的 ，
抵押权不受影响。 抵押人转让抵
押财产的， 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

人。 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
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 可以请
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
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
归抵押人所有， 不足部分由债务
人清偿。 抵押期间， 抵押人即郑
某转让汽车， 应及时通知抵押权
人即银行。 但案例中， 郑某转让
车辆未及时通知银行。 此时， 银
行能够证明抵押车辆转让可能损
害抵押权的， 可以请求郑某将转
让所得的价款向银行提前清偿债
务或者提存， 不足部分由郑某清
偿。

（房司司）

房山区司法局

抵押贷款购置的车辆出让后，
对方不还款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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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研究发现， 与从不喝茶的人
相比， 每天都喝茶的人患2型糖
尿病的风险降低8%。 绿茶对于
餐后血糖上升具有抑制作用， 富
含儿茶素的绿茶可以刺激餐后胰
岛素的分泌 ， 从而抑制餐后血
糖。 但需要注意的是， 喝茶对于
控制血糖的好处， 仅仅是一种辅
助治疗方法，不能替代药物作用。

人体的外表几乎处处对称，
如果某些部位出现了不对称， 那
可能就是疾病的信号了 。 大小
眼： 突然发现眼睛一大一小、 眯
眯眼， 考虑是否患上了上眼睑下
垂。 嘴角歪： 嘴角歪斜最常见的
原因有中风、 面神经炎等。 高低
肩： 可能是天生骨骼发育不良，
但更多的是与不良生活习惯有
关， 比如长期伏案工作、 坐姿不
良，经常背单肩包、单肩负重等。

月经期有一定的特殊性，出
于健康考虑， 以下事情不建议在
经期做。 拔牙或手术； 游泳或盆
浴；剧烈运动；戴隐形眼镜；饮酒；
吃太咸；使用活血化瘀类药物；大
量喝咖啡。 有人认为经期洗头会
加重痛经，加速衰老，引起脱发，
老了还会有后遗症。事实上，洗个
热水澡可以缓解痛经和经期焦
虑，前提是不能用冷水。

偏头痛发作试试热水浸手

常喝绿茶血糖会慢慢变好

身体突然不对称可能是病了

偏头痛是一种血管神经性头
痛， 通常伴有一系列症状， 如恶
心、 呕吐、 畏光等。 偏头痛发作
时， 可将双手浸在热水中， 水温
以能忍受为度 。 坚持浸半个小
时， 可使手部血管扩张， 脑部血
液相应减少， 从而使偏头痛逐渐
减轻。 如果偏头痛发作频繁， 每
个月疼痛至少有2-4次以上， 就
要考虑进行预防性用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幽幽幽幽幽门门门门门螺螺螺螺螺杆杆杆杆杆菌菌菌菌菌刷牙就能除 ？
“抗幽牙膏”无科学依据

“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胃癌离你就不远了， 得及时把嘴里的
病菌消灭，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用这款抗幽牙膏刷牙， 坚持两星
期就能彻底消除幽门螺杆菌， 一劳永逸。” 难敌超市导购的 “轰
炸”， 陈女士花了将近400元买了4支所谓的 “抗幽牙膏”。 “抗幽
牙膏” 是真的有用还是 “智商税”？ 我们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康复医院胃肠康复中心主治医师马超来给您介绍一下。

经期的禁忌到底有哪些

幽门螺杆菌是何方“妖怪”？

幽门螺杆菌 ， 简称Hp， 是
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 该细菌生
存能力极强， 能够在强酸性环境
中生存， 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能够
在胃里面生存的细菌。

多数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会出
现一些消化道症状，如：胃痛、胃
胀、消化不良、反酸、烧心等，也可

出现一些非消化道症状，如：口腔
异味、不明原因贫血等。同时几乎
所有感染者均存在慢性活动性胃
炎，亦即幽门螺杆菌胃炎，感染者
中约15%-20%发生消化性溃疡，
5%-10%发生消化不良， 约1%发
生胃恶性肿瘤，如胃癌、黏膜相关
淋巴样组织瘤。

“大多数胃溃疡及指肠溃疡
者都存在Hp感染 ， 但胃癌的发
生除了幽门螺杆菌作祟， 还是环
境因素、 喜欢吃腌制食物及遗传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不能
片面判断幽门螺杆菌就会导致胃
癌的发生。” 马超介绍。

幽门螺杆菌存在明显的
家庭聚集现象

Hp具有经口传染的特性 ，
感染存在明显的家庭聚集现象，
可在人与人之间和家庭成员间传
播。 全人群普遍易感， 它可通过
口-口传播 ， 即 ： 共用同一餐
具， 咀嚼食物喂食等。 以及粪-
口传播， 即： 食用被排泄物污染
的食物或饮用受污染的水。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和分析
结果均表明 ， Hp感染存在明显
的家庭聚集现象。 当家庭中有一
人发生感染时 ， 其他家庭成员
（如配偶和子女） 感染Hp的风险
增加。” 马超说。

牙膏可以杀死口中的幽
门螺杆菌吗？

最近网络上涌现出很多所谓
的 “抗幽牙膏”， 宣称自己可抗
“幽门螺杆菌”， 只需刷牙即可灭
菌。

不用服药只需 “抗幽牙膏”
就可消灭Hp？ 对此， 马超表示，
幽门螺杆菌主要在胃内繁衍， 虽
有口腔案例但并不是主要定植部
位。 即便牙膏有可抑制、 杀灭口
腔细菌的作用， 却不能同等效应
于胃内的幽门螺杆菌。 当出现幽
门螺杆菌感染时要对付的还是胃
内细菌。 通过多种药物联合使用
才能起效 ， 不能只依靠所谓的
“抗幽牙膏 ”。 一旦发现有Hp感
染， 建议到正规医院就诊。

蜂蜜、 大蒜抗幽也不靠谱

“抗幽牙膏” 并没有有力的
抗菌证据 ， 而还流传很多抗Hp
的偏方， 例如蜂蜜灭菌、 大蒜灭
菌， 这些靠谱吗？

马超介绍， 在纯蜂蜜中， 细
菌确实几乎无法存活， 这也是为
什么蜂蜜可以长期保存不会变质
的原因。 但蜂蜜水进入胃内会被
胃液稀释， 这个时候灭菌的特性
就会丧失， 根本起不到杀菌的作
用。

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确实也

有强灭菌性， 但人每天吃的大蒜
有限， 想要通过大蒜来摄取大蒜
素非常难， 单纯靠吃大蒜就消灭
幽门螺杆菌更是天方夜谭。 而且
大蒜对胃黏膜有刺激性， 大量摄
入大蒜会造成肝脏的伤害。

远离幽门螺杆菌 良好
习惯很重要

虽然感染幽门螺杆菌后健康
会面临风险 ， 但也不必过度紧
张 。 即使确认感染了幽门螺杆
菌， 绝大多数人也可以通过两周
以内的口服药物治疗达到细菌根
除。 此外， 病菌并非一定需要根
除， 治疗不足或治疗过度反而有
害， 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一般人
群没有太大必要都去治疗。

如果想检测自己是否感染了
幽门螺杆菌， 推荐到正规医院
做粪便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或
C-13尿素呼气试验 。 如果进行
胃镜检查， 可以通过快速尿素酶
检测来检出是否有幽门螺杆菌感
染 ， 并观察到有无胃炎 、 胃溃
疡、 胃癌等情况。 马超建议， 有
胃部疾病的人群一定要进行杀菌
治疗。

我国幽门螺杆菌高感染率可
能与共餐习惯有关。 想要远离幽
门螺杆菌，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尤其重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胃肠康复中心主治医师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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