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觉打呼噜的问题该管
一管了

专家：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自
己的呼吸问题，买口罩的、买空气
净化器的都不在少数，关心自己
睡觉时候的呼吸问题的人却并不
多。

事实上，如果晚上呼吸出现
了问题，比如打呼噜，呼吸通路受
阻，除了会引起高危的呼吸暂停
甚至造成猝死的危险外，还会引
起睡眠不足、白天精神状态差、记
忆力减退，还有可能出现抑郁、焦
虑、易激怒、口干、性欲减退和高
血压等。

生活中的不少打呼噜可以通
过调整生活节律来改善，比如，肥
胖的人积极减重；经常抽烟、喝酒
的人改掉这些坏习惯。

临床中常将打呼噜分为两
类，单纯性的打呼噜和打呼噜出
现呼吸中断的，对于单纯性的打
呼噜和打呼噜出现呼吸中断情况
比较轻的人来说，调整睡眠体位
就能改善很多，常见的是仰卧时
打呼噜，侧卧就不打呼噜了。对
于睡眠打呼噜且呼吸中断严重的
人来说，就要找医生进行具体的
治疗。

爱家人，请多学点心脏
救治知识

专家：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
己的方式来爱家人，在我看来，学
习一些保护心脏健康的知识、心
脏急救的知识，也是一种爱自己，
爱家人的重要方式。

心脏性猝死是心脏病死亡的
重要原因。如在5至 6分钟内有
效抢救，抢救成功率比较高；每耽
误 1 分钟，病人的存活率就会降
低10%。

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心
脏急救知识和体外除颤方法，尤
其是对于有过心肌梗死、心力衰
竭、心脏骤停病史或者有恶性室
性心律失常发作病史的患者家属
来说，应该主动接受使用自动体
外除颤器的培训。

此外，我们还要了解心血管
病发作的高危因素，要加强防范，
如通过做心电图、心脏超声甚至
基因检测等。需要提醒的是，突
发性严重室性心律失常和房颤是
最需要重视的两种可能引发心脏
猝死和卒中的疾病，无论高血压、
冠心病最后都要走到这两个方面
去，患者要严格控制疾病。

要多陪家人吃吃饭

专家：新年希望大家可以经
常陪家人朋友吃一次正儿八经的
午餐或者晚餐。

现在，加快吃饭速度成了上
班族的习惯，很多人吃饭就像打
仗，常常是盯着电脑忙到饭点，匆
匆找点吃的东西，吃了饭又立刻
回到电脑前坐下。

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引起胃
食管反流病的根源。囫囵吞枣，
吃得快，很可能吃得特别烫，过热
的食物会灼伤经过的地方。而长
期坐着，消化道受到挤压，食物下
行不畅，势必会造成胃气上逆，就
像下水道不通向上反味一样。此
外，人的自主神经时刻处于紧张
的状态，也容易造成胃肠道神经
功能的紊乱。从中医的角度来
看，就是肝气急，引起气机上逆。
这都是引起胃食管反流病的原
因。

另外，由于工作关系，很多人
晚餐相对丰盛，进食量也相对较
大。胃排空的时间是3～4小时，
晚餐时间过晚，一旦平躺，滞留于
胃内的食物很容易反流入食管。
所以晚餐距睡觉应至少3小时。

天底下没有什么事都如
意

专家：常听人说，现在的年轻
人比较浮躁，其实说的是现在的
年轻人做事情的目的性太明确
了，而不是真正喜欢做这个事
情。比如，我不喜欢当老师，我不
喜欢当护士，我不喜欢做记者，我
不喜欢写程序……但事实是，他
们依旧做着，因为他们都有着自
己的目的，或者是为了挣钱，或者

是为了照顾孩子方便，或者是为
了混日子。

其实，生活还可以是另外一
个样子，找到你喜欢的工作，享受
其中。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现在
的工作中找到你喜欢的那部分，
享受其中。就像人无完人一样，
工作也是这样的，不可能事事如
意，也不可能一味地满足你的目
的性，只要努力发现工作中自己
喜欢的部分，也能一起享受一份
相同的工作。工作是生活中很重
要的一部分，工作的体验是我们
众多体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不是只看重了工作中的
那个简单的目的性，而是真正地
喜欢工作本身，就能在工作的过
程中享受到快乐！

不得糖尿病就这五个要
点

专家：预防糖尿病，不只是中
老年人的事情。中国不但糖尿病
人多，而且增长得很快，大概每天
增加1万5千人，平均每分钟增加
10个。

而在这 1 亿 1 千 4 百万糖尿
病人后面还有1亿 5千万的糖尿
病前期的人，就是血糖已经升高
了，但没有到糖尿病那么高，他们
是糖尿病人的后备军。

在这后面还站着大概有4亿
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就是血
糖正常，但容易得糖尿病的人群，
这样看起来中国和糖尿病亲密相
关的人至少6亿。

全国一共13亿人，一半人和
糖尿病的关系特别密切。但另外
6亿人谁敢拍胸脯说，明天不得糖
尿病？糖尿病就游走在我们每个
人中间。

具体预防方法，我总结了五
个要点：多懂、少吃、勤动、放松、
必要时服药。说简单点，就是管
住嘴、迈开腿、放松心，管住嘴包
括戒烟限酒。此外，放松心情也
很重要。不论是治疗糖尿病，还
是预防糖尿病，都必须要做到这
几条。

妈妈，您决定了全家人
的健康

专家：做妇幼健康教育的人
常说，“教育一个女性等于教育了
一个社会。”因为女性在家庭中的
地位很重要，而家庭是社会的缩
影，如果一个妈妈有了健康的意
识，就会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上
影响一家人参与进来，一起做好
健康保护。

家里的生活保健师就是妈妈
们默默地在承担的角色，只要妈
妈重视健康，在一家人的衣食住
行上把控好，并在疾病防治过程
中处处将健康理念提到重要位
置，那么，全家人就会在这个过程
中受益。我们常说“病从口入”，
作为妈妈，把控家里的饮食安全
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吃什么，怎
么吃，都是很有讲究的，大多数妈
妈们就是家里的营养师，妈妈们
不妨通过自己的努力，名副其实
地做好这个营养师。

妈妈除了关注家人的身体健
康，还要关注心理健康。试想，一
个妈妈很注重全家的身体健康，

到处学习健康知识，身体力行，每
天吃、喝、用她都一一把关，但脾
气暴躁，结果一家人正襟危坐，我
们能说这家人健康吗？显然不
能。妈妈就好比家里的心理润滑
剂，在外工作和学习经历的不舒
心的情绪都能在妈妈这里找到合
适的位置安放。

是否得脑卒中，取决于
你自己

北京天坛医院介入神经病学
科主任缪中荣：脑卒中发病率每
年上升 9%，新发 300 万，致残致
死率很高。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脑
卒中绝大多数都是可防可治的。
在2017年，希望每个人都能将预
防脑卒中的责任落实到位。具体
来说，不同的人预防的办法也不
一样。

高危人群，要及时做脑血管
病检查，以便及早发现脑血管狭
窄或脑血管瘤。平时要控制好高
危因素，比如高血压。美国现在
高血压控制得好，脑卒中发病率
也降低了。

有过轻型卒中发作的人，要
重视卒中小发作，因为这是个危
险信号，如果失去最佳治疗机会，
很可能会突然发作脑卒中。

没高危因素的人，如果年龄
在 40 岁以上也应该去做一个常
规的脑血管病筛查，尤其是40岁
以上的女性，容易长血管瘤，而这
个筛查在单位体检里是不包括
的。40岁以下的人，如果有脑血
管病家族史，出现头疼后也要去
做筛查。

我自己也很重视卒中的预
防，饮食低盐低脂，不暴饮暴食，
不抽烟，有些喝酒的场合不可避
免，但我会控制量。我的工作很
忙，但不会让自己过度疲劳。每
周一定要保持两到三次的走路，
没雾霾的时候，我选择走路一小
时上班、下班。

孩子尿床早认识、早帮
助、早健康

专家：每个孩子小时候都有
尿床的经历，但是随着孩子各脏
器机能尤其是神经系统逐渐发育
成熟，多数孩子在 3~4岁就可以
做到日间很好地控制排尿行为，
夜间不尿床了。如果孩子四五岁
以上还在频繁尿床就要引起家长
的重视了。医学上认为5岁以上
孩子频繁尿床就要考虑患有“遗
尿症”了。但是由于卫生常识缺
乏或认识误区，许多家长对尿床
仍抱着“等等看”“孩子懒”等想
法，有的甚至认为是孩子的过错
而批评、责骂孩子。

大多数遗尿症是孩子存在控
尿和觉醒等生理机能发育延迟的
表现，多与神经系统发育有关。
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也常有生
活不良习惯、心理行为异常、遗传
等因素。尿床不仅会影响生活质
量，也会伤害孩子自尊心。临床
常见到遗尿症孩子伴发多动、注
意力缺陷、自卑、焦虑、抑郁等心
理行为问题。针对尿床问题，需
要尽早重视，我们会根据病情给
予规范的训练指导或药物治疗。

尤其应该注意从小培养孩子良好
的生活习惯、排尿排便习惯，心理
上多给予孩子鼓励和关爱，以帮
助孩子尽早摆脱遗尿的困扰，健
康快乐地成长！

不能保证不得癌，但能
保证不得晚期癌

专家：我们不能保证大家终
身都不得癌，但可以尽最大努力
让大家不得中晚期癌。做好防癌
体检，早诊早治，早期癌症可以治
愈。而防癌体检有五个主要特
点，常见癌症、高危人群、确切手
段、合理间隔、安全微创，需要把
握好。

常见癌症。防癌体检抓住主
要癌症，中国的主要癌症是肺癌、
乳腺癌、结直肠癌、胃癌、肝癌、食
管癌。这六种癌发病占中国所有
癌症发病的80%。

高危人群。对于大部分癌症
来说，一般五十岁以上就可进行
常规防癌体检了，其中乳腺癌是
四十岁。而每个癌症都有对应的
高危人群，比如乙肝病毒携带者
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吸烟人群是
肺癌的高危人群等。

确切手段。六种主要癌都有
确切的早诊方法，肺癌：胸部低剂
量CT；乳腺癌：钼靶+超声；肝癌：
超声+血的甲胎球蛋白检测；结直
肠癌：结肠镜；胃癌：胃镜。

合理间隔。不同癌症的防癌
体检间隔期不一样，比如结直肠
镜没发现什么，需5~10年才重复
第二次检测；但对于乙肝患者来
讲，肝癌的防癌体检间隔时间一
般6~8个月。

安全微创。不能因为体检增
加患病的可能。

像爱孩子一样爱护你的
关节

专家：如何让关节稳稳地度
过2017年？我给的建议是，爱护
关节要像爱护孩子一样，要在合
理的保护下经常锻炼它。

关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有寿
命的，如果不合理使用，如运动量
太大、使用不当、体重太大等，会
导致膝关节的磨损。但如果经常
不锻炼，关节功能也会下降。

为什么有的人已经七八十岁
了，还能特别好地使用关节，就是
使用合理。我认识一位教授，他
每天都要走20公里，现在已经50
多岁了，关节还特别棒，拍片子一
看，软骨特别好。而有的人刚到
中年，关节功能就下降了，因为经
常不锻炼。

关节需要保护，在我看来，合
理使用关节有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每天关节都要动，运动
就相当于给关节营养，如果一坐
几个小时或是老躺着，关节得不
到营养就饿死了。

二是跟着感觉走，关节感到
疼痛了就要适当休息，否则运动
过头，关节就累死了，要适度运
动。

三是每天对膝关节周围肌肉
进行一定程度的训练，维持住肌
肉力量，肌肉萎缩后，就无法给关
节提供保护了。

带着10句话迈进2017！
健康，全在于一点一滴的积累。进入新的一年，10 位不同领域的权威专家每人一句话，咱们记一

记，学一学，用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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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过后，就开始数九
了。真正的冷天到来，要学着
喝点热乎的，过一个暖暖的冬
天。

生姜粥能缓感冒

天气这么冷，一不小心就
会感冒，感冒了恶寒发热不
说，还会有头痛、脖子痛的症
状，连带着四肢也有酸痛感。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试试生姜
粥来缓解。

此药膳出自《饮食辨录》，
药物组成也很简单，就是大米
50克、生姜 5片、连须的葱根
数个，再加少许米醋调味。

制作也很简单，将生姜捣
碎，与大米同煮成粥，粥快熟
了的时候，加入葱、醋稍微再
煮一会儿就可以了。

生姜和葱白都有一定的
发汗解表的作用，加上养胃的
大米，适用于外感风寒，出现
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症状
的人群食用。而且本品制作
和食用方便，老少皆宜，是治
疗风寒型感冒初起的基础方。

不光是感冒的人，即使身
体正常的人，喝点生姜粥，也
能让身体暖一会儿，不妨回家
熬着试试。

羊肉汤适当温补

无论是煮羊肉还是涮羊
肉，羊肉都很适宜冬天吃。

羊肉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会增加
身体往外面散发热量，也就是
营养学上所说的．“食物热效
应”，所以吃羊肉有一定的暖
身作用。

如果是清炖羊肉，那么可
以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白萝
卜、富含钾的青萝卜、或者富
含β—胡萝卜素的胡萝卜等，
它们口感清甜爽口，有助于去
除羊肉膻味，又结实耐煮，非
常适合与羊肉放在一起小火
慢炖，肉和萝卜、胡萝卜都很
好吃，汤也很清淡美味。

新鲜的羊肉切块后，加入
适量的白水，煮沸去掉浮沫，
再加入姜片、橘子皮、香叶等
香辛料炖煮半小时后，再放入
青萝卜和白萝卜继续炖煮 15
分钟，最后加盐调味即可。值
得注意的是，盐一定要最后再

加；这样可以保证肉的软嫩，
否则会又老又柴。

番茄汤喝出好心情

冷天天空中经常有雾霾，
看着灰蒙蒙的天，心情也很容
易灰暗起来。

番茄本身有着诱人的颜
色，看着心情就会变好，喝起
来更是酸酸甜甜，很暖心。再
加点蔬菜，就更成了一碗暖身
的营养羹。

将 1 根胡萝卜、1 个土豆
洗净、去皮，切成小块，取半个
洋葱切小块，两三朵西兰花洗
净掰成小朵，番茄洗净去皮，
切成小块，放入搅拌机打成番
茄泥。

黄油放入锅中，小火融化
(也可以用我们日常吃的植物
油)，之后转大火，放入洋葱
碎，爆香后，倒入番茄泥和少
量白糖，炒匀后加约200毫升
水，煮沸后，倒入土豆块和胡
萝卜块，再次煮开，倒入玉米
粒和西兰花，煮约2分钟，加黑
胡椒、盐搅匀即可。

红色的番茄汤，绿色的西
兰花，黄色的玉米粒，都是营
养价值比较高的食材，做成的
汤羹口感顺滑，喝下去胃里暖
暖的。

喝着就能过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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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镇 610 拆迁安置三灶
居委会灶南中心村及二十三组
砼路道、下水工程，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

一、项目地点：东台市东台
镇三灶居委会境内。

二、项目概况：
16cmC30 砼 路 面 总 长

100m、宽4m、面积400m2，路基
调土 132m3；14cmC30 砼路面总
长 470m、宽 1.5m-2.5m、面 积
1075m2，路基调土 92m3；配套：
φ50 带筋涵管 90m，配置φ70
跌井5座；过路矩涵1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有市政、

水利水电、公路三级（含三级）

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均可报
名。报名时携带：单位介绍信
或授权委托书原件（工程名称
须打印齐全）、报名者身份证复
印件。

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7

年 1月 21日下午 5:30前，在东
台镇招标投标办公室。（东台镇
政府西二楼）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7
年1月24日下午3:00在东台镇
人民政府西三楼会议室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7年1月19日

招 标 公 告

东台市华夏包装科技材料
厂的东台市华夏包装科技材料
厂 1#、2#仓库工程已经批准建
设，项目所需资金来源是自筹，
现已落实。现邀请合格的潜在
投标人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报
名。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市溱东

镇
2、项目规模：约350万元
3、质量要求:合格
4、工期：150日历天
二、本招标项目共分一个标

段，标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
如下：

东台市华夏包装科技材料
厂 1#2#仓库工程施工，完成招
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和工程量
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三、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

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

级：三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资质的企业；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
注册建造师；

四、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合理低价法

五、投标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1月 18日 9时至2017年 1月
26 日 18 时到江苏东佳工程项
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东台市
海陵中路6号5楼）购买招标文
件，联系电话：15005119088，售
价：600元/套，售后不退。

六、其他：本项目开标时间
为2017年 2月 6日 15时 00分，
地点：江苏东佳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

2017年1月18日

招 标 公 告
（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