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猝死，听起来像是一种突然爆发

的死亡，其实是由生活中不好的习惯

积累而成。网络上流行着“明天和意

外，谁也不知道哪一个先来”，这句话

提醒我们，要珍惜现在，从改掉不良习

惯做起。

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

54万人，每天有近 1500人发生心源性

猝死。

那么，什么是心源性猝死？诱发

心脏猝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预防猝

死要从哪些方面做起？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

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

任医师杨进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陈俊、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徐顺

霖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

科主任医师张凯，请听他们的解答。

“近年来，中青年猝死人数逐年增

加。猝死的首要原因是心源性猝死，

第二位是肺源性猝死，第三位是脑源

性猝死。”专家指出，心源性猝死是指

急性症状发作后 1小时内发生的以意

识突然丧失为特征的由心脏原因引起

的自然死亡，约占到猝死人群的 80%
左右。人在发生心源性猝死时，心脏

射血功能突然停止，出现心脏骤停，心

脏骤停是心源性猝死的直接原因。

诱发心源性猝死有心脏结构异

常、心电基质异常等原因。“在仅有这

两个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人一般是不

会发生猝死的，可是当这两种因素叠

加，再有劳累、压力大、情绪异常、熬

夜、吸烟等导火索时，就会迅速引发猝

死。”专家指出，劳累、身心疲惫、情绪

异常等因素会使心脏作为发动机不光

得不到休息，还损耗得更厉害，同时，

交感神经长时间兴奋还会促进血小板

激活，使人体血液处于高凝状态，会加

速血栓的形成。

此外，马拉松、网球、篮球等强度

大的运动，如果运动过量，也会加重心

脏负担，诱发病变。调查显示，心脏猝

死是运动员和运动相关死亡率的主要

原因，尤其是存在潜在心血管病的情

况下，剧烈运动可能会引发危及生命

的室性心律失常。专家认为，运动的

益处多多，而猝死属于小概率事件，对

于患者能否参加相对剧烈的运动，需

要权衡利弊。多数医学学会建议在运

动前筛查心血管病、做心肺运动实验，

以发现心脏猝死的相关疾病。

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也是预防猝死

的一项重要措施。

据介绍，年龄在 50岁以上的人，有

85%的人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动脉粥样硬化是冠心病、脑梗死、外周

血管病的主要原因。脂质代谢障碍为

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基础，病变常累

及动脉所供应的组织或器官缺血或坏

死。由于在动脉内膜积聚的脂质外观

呈黄色粥样，因此称为动脉粥样硬

化。当脂核破裂之后，里面的脓液流

出后会凝固，就形成血栓，血栓堵住了

血管之后，血液不流通，心脏就会“断

电”，从而引发猝死。

专家建议，预防猝死要从日常生

活开始，“从饮食、起居、运动、情绪等

方面管好自己，如规律运动、戒烟、控

制体重、不熬夜、保持大便通畅、学会

应对压力、多和别人交往、保持心情愉

悦、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等。简单来说，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多开心。唯有如

此，才可能身体健康不生病，也才能预

防猝死”。②5 （据《经济日报》）

改掉不良习惯防猝死

市儿童医学中心儿童康复科 景国栋

脑瘫是一种发病率极高的疾

病。目前，脑瘫治疗主要采用康复、

药物、手术三位一体的治疗方法。

1.康复理疗：包括推拿按摩、针

灸治疗、智力训练、心理治疗、运动

疗法、物理疗法、水浴疗法等。

2.药物治疗：西药有神经节苷

脂、鼠神经生长因子、巴氯芬、安坦

等；中药有养阴通络汤、当归芍药

散、地黄饮子加味等。

3.手术方法：包括腱膜松解术、

选择性周围神经部分切断术、后跟

腱滑动延长术、股直肌远端转移术

等。

经研究证实，早期开始按照正

确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系统康复治疗

的脑瘫儿，多数可康复到基本正常；

对高危儿 ,从出生就开始干预，可减

少 3/4脑瘫发生，其余 1/4程度也明

显较轻；1 岁后才开始诊治的脑瘫

儿，多数只能减轻残疾。因此婴儿

脑瘫倾向的尽早认出、脑瘫的早期

诊断、脑瘫早期正确的干预极为重

要。面对有高危因素或临床发现异

常，甚至已经被诊断为脑瘫的孩子，

家长不要紧张，应把悲伤化为及时、

有效的干预行动，和医生共同努力，

帮助孩子早日康复。②5

脑瘫患儿
早期治疗是关键

南阳医专一附院儿科主任 张晋雷

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期常见症

状之一。大约 50％的足月儿及 80％
的早产儿在生后一周内会出现肉眼

可见的黄疸。

新生儿黄疸其实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严重的黄疸可能导致的胆红

素脑病，它甚至会造成永久性脑损

伤，出现胆红素诱导的神经功能障

碍综合征，在儿童期表现出学习障

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动作不协调

等。有一些宝宝出现黄疸后会自行

消退，而且黄疸程度并不重。这类

黄疸即我们常说的“生理性黄疸”。

但一般家长很难区分生理性黄疸和

病理性黄疸。为避免黄疸持续加重

致脑损伤，建议家长发现宝宝有黄

疸，应及时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针对母乳喂养性黄疸，目前最

新的资料显示这种情况也应尽早开

奶，鼓励少量多次喂宝宝母乳，每天

10-12次，保证足够乳量及能量的摄

入，避免因哺乳量不足致肠蠕动减

少，胎便排出延迟，肠肝循环增加而

加重黄疸进展。有家长问医生，晒

太阳是不是可以退黄？我们不推荐

自行晒太阳退黄。首先晒太阳并没

有很好的退黄效果，而且新生儿皮

肤娇嫩，直晒太阳会晒伤皮肤，得不

偿失。

由于黄疸程度以轻度及中度占

多数，主要采用光疗。光疗是目前治

疗新生儿黄疸非常成熟而又安全有

效的方式。对于重度黄疸者可能需

要输注白蛋白等药物。如果是溶血

所致的黄疸，需要应用丙种球蛋白，

甚至更严重的需要进行换血治疗。

因此，早期处理黄疸很重要，可以避

免换血治疗等有创操作。②5

新生儿黄疸应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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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骨科医院显微手外二科 潘 露

小儿先天性腱鞘炎多发于出生

后几个月至 4-5岁的婴幼儿，其不同

于成年人的腱鞘炎。

小儿先天性腱鞘炎主要是儿童

神经系统未发育健全，屈伸手指的

协调能力低或者有习惯性屈指咬手

指的习惯，或者用力抓握玩具等原

因，小儿手指常常不自主处于屈曲

紧张状态，拇指长时间弯曲致使指

屈肌腱腱鞘滑车处发生炎症水肿，

在手指近关节处皮下出现一个绿豆

大小的硬结，按压有疼痛，拇指 (偶见

其他手指)被动屈曲，伸指活动困难，

被动伸指时引起疼痛，并伴有“扣扳

机”样弹跳感。

如果不及时治疗，某些患儿会因

为手指指屈肌腱长时间屈曲挛缩而

不能伸直手指，造成手指功能障碍。

小儿先天性腱鞘炎如果家长发现

较早，一般不用过分紧张。正确的处理

方法是：轻轻牵住患指末端，将患指慢

慢牵拉伸直，保持伸指位几分钟，然后

再松开患指，若患指又重新恢复屈指

位，再重复牵拉过程。这一过程可以重

复 5-10次，每天可以做 2-3遍，绝大

多数儿童可在数天内恢复正常。

如果这种方法处置无效，或患

指屈曲时间过长已发生指屈肌腱挛

缩者，则需要去医院采取手术松解

治疗。手术治疗一般都是小切口，

手术切口一般 2~3cm，只需要缝合

2~3针，术后患指即可恢复正常屈伸

功能，术后 2周拆除缝线，患者即可

恢复正常生活。②5

宝宝手指伸不直 警惕小儿先天性腱鞘炎

健康的饮食习惯越来越受

到重视，很多年轻人觉得，一个

人也要好好吃饭。近年来便捷

的“一人食”逐渐兴起，一些商

家推出了一人食套餐，一些餐

馆在靠窗区域设置了单向座

位，超市有一人份食材，外卖生

鲜也有单人份可选。一个人的

时候，你会怎么吃饭？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查中心在中青报官微发起

一项“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怎

么吃饭”的投票，2304 名微博

用户参与。数据显示，一个人

的时候，37.8%的受访者选择

点外卖，37.7%的受访者会自

己做饭。

有微博用户表示，下班时

比较累，可能就顺便在外面吃，

在家的时候不想做饭就点外

卖，“主要是一个人的饭不好

做，并且我炒的菜有点难吃”。

“点外卖是很多年轻人就

餐的首选，尤其是周末。外卖

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就可以有

更 多 时 间 放 松 或 加 一 会 儿

班。”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员工

杨娇（化名）说。

“有时候一个人点外卖，

为了凑满减，会点很多，一顿

根本吃不完，只能下一顿接着

吃，点一次外卖一天的口粮都

有了。”杨娇也知道这样点外

卖很不健康，油盐重不说，还

常吃剩菜。

工作两年的

向妤，决定要好好

给 自 己 做 饭 吃

了。前段时间在

家办公的经历给

她提供了实践机

会。“刚开始很难，

做一顿饭需要挺

久的时间，但越做

越顺手，慢慢会变

得更快更好”。现

在给自己准备一

荤一素两个菜加主食，向妤只需

要 40分钟。

“确实是这样，从工作中

抽身出来，花费时间准备一顿

健康的饮食，是对自己最好的

褒奖。在烹饪的过程中，调配

食材、换换脑子，也是一种休

息。”向妤说，自己准备菜谱，

掌控口味，现在越来越爱上吃

自己做的饭。

调查显示，14.7%的受访

者一个人的时候会吃方便速

食，7.9%的受访者会选择餐厅

的“一人食”套餐。

杨娇觉得，一些“一人食”

套餐对年轻人很友好，荤素搭

配，还有羹汤水果和甜点，营

养丰富。“现在很多商家推出

了‘半份菜’，一个人就餐时也

可以尝试”。②5
（据《中国青年报》）

主要功效：补肾益精、益

气血

材料：海 参 2 条、花 胶 1
个、乳鸽 1只、瘦肉 50g、姜数片

（2-3人量）

烹调方法：海参、花胶提

前浸发，切条块状。将乳鸽处

理干净后切大块、飞水。瘦肉

洗净、切块、飞水。所有食材

处理好后与生姜一起放入大

炖盅内，加水九分满，隔水炖

约 1小时，加适量食盐调味，喝

汤吃渣。

汤品点评：海参性平，味

甘、咸，具有益精血、补肾气、润

肠燥的功效，可以用于改善肾

阳虚腰膝酸软、畏寒肢冷、小便

清长，或精血亏虚、消瘦乏力、

肠燥便秘等。现代研究也提示

它所含有硫酸软骨素、黏多糖

等成分有助于增强体质、延缓

衰老。海参虽为高蛋白食物，

但其蛋白质的质量不高，远不

及蛋奶肉类。花胶即鱼肚，是

大型鱼鳔的干制品，以富有胶

质为特点，中医认为其有滋阴

养颜，补肾益精的作用。乳鸽

则补肝肾、益气血，对久病体

衰、气血亏虚者尤其适合。

三者合而为汤，使得本汤

具有补肾益精、补气养血的功

效，适合冬季进补保健，亦可作

为体质虚弱者的食疗汤水以增

强体质。本汤偏温补，外感有

表邪或湿热内阻者不宜；另外

海参、花胶滋腻，脾胃运化欠佳

者慎用，以免滋腻碍胃。②5
（据《广州日报》）

海参花胶炖乳鸽

重点疾病健康教育系列讲座
南阳市健康教育所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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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可引发多种眼部疾病，如

白内障、青光眼、斜视等，但“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严重的眼部并

发症，也是我国工作人群首位致盲眼

病，并且属不可逆转性致盲眼病。

据南阳市眼科医院眼底病专家李

兵介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主要是高

血糖对眼底微小血管造成损伤所引

起，由于患者对糖尿病眼部并发症缺

乏了解，且病变早期无明显症状，有不

少患者是在视力明显下降时才到医院

就诊，而这时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如

果这些病人能在早期进行眼底检查，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视网膜病变是可

以得到有效控制和改善的，而且早期

治疗费用低，效果也更好。

李兵指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病变初期，

此时患者视网膜血管虽然无明显异常

改变，但病变在进展中；第二阶段是患

者视网膜出现微血管瘤、出血、渗出等

改变，患者视力有轻中度下降；第三阶

段是患者视网膜长出新生血管，新生

血管破裂致玻璃体积血，进而牵拉视

网膜引发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病变，

患者出现严重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在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三个阶段中，处在

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早期的患者，如

果能将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可大大

延缓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和发展，不需

要做特别的治疗；处在第二阶段后期

或第三阶段的患者，即使控制血糖也

无法阻止视网膜病变的进展，必须立

即进行治疗方能保住现有的视力。治

疗方法有眼内注药、眼底激光或做玻

璃体视网膜手术。如果不做任何治疗

任其发展，患者最终将会导致不可逆

转性致盲而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李兵提醒患者：对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是防止致盲

的关键，而早期治疗的费用也相对较

少，且效果更优于晚期治疗。患者被

确诊糖尿病后应立即做眼底检查，以

后每年至少做 1次；轻中度视网膜病变

患者，在进行治疗的同时，每 6个月查

一次眼底；重度视网膜病变患者，除了

积极配合治疗外，至少每 3个月复查一

次眼底。

南阳市眼科医院眼底病科一区为

玻璃体视网膜病专科，是南阳市重点

临床学科，该科室主任李兵是南阳市

眼底病学科学术带头人，曾获“南阳市

最美医生”荣誉称号。该科室在临床

上采用玻璃体视网膜手术近二十年，

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年龄相关性黄

斑病变、视网膜脱离、眼内异物等各类

眼底病的诊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取得了满意的疗效，为众多患者留

住了有用的宝贵视力。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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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眼科医院眼底病专家李兵提醒——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致盲 早发现早治疗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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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杨博涵 2007 年 2 月 19 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证编

号：H410472749，声明作废。

△张志伟位于社旗县红旗路

文化广场路北的房产证（证号：社

20120211）遗失，声明作废。

△杨林豫 2014 年 12 月 5 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证编

号：O411703461，声明作废。

△邓州市张楼乡耿家村的中

共张楼乡耿家村支部委员会印

章、邓州市张楼乡耿家村民委员

会印章遗失，声明作废。

△王延娥遗失河南环旭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 11号楼 129商铺

收据，票号：5799752（100000元）、

5799753（30000 元 ）、0975307
（1146 元）、7097374（10046 元）、

7097342（690 元 ）、7097297（5
元），以上票据作废。

△魏雯譞 1999年 6月 5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证编号：

410069636，声明作废。

△侯一鸣购买的中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中达明淯新

城 1 期 9 号楼 902 室的认购协议

书和收款收据遗失，收据编号：

ZDMYXC006282（购 1 期 9 号 楼

902）、ZDMYXC006283（1 期 9 号

楼 902 燃 气 初 装 费 ）、ZD⁃

MYXC006284（1 期 9 号楼 902 办

证费）、ZDMYXC006285（1期 9号
楼 902 大 修 基 金 ） 、 ZD⁃
MYXC006286（1 期 9 号楼 902 价

格调节基金），声明作废。

声 明

以下房产因未签订合同也经

数次催办未果 ,现声明房源不再

保留 ,自即日起限一个月内到公

司办理已付款结算手续。明细

如下：

桂花城商铺 3A-214刘玉红、

3B-110 李桂华，桂花城 1-1-101
杜 保 雨、2- 2- 1804 袁 辉、5- 1-

1701 张春发、5-1-2301 袁大风、

5-1-2604段晓英、5-2-604朱松、

13-1-1201 赵志儒、16-2-202 张

宗香、23-1-3204时国梅，玫瑰公

寓 26-1-2805李付莲。

特此声明

河南万家园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5日

公 告

宛城区红泥湾镇飞达宾馆

(法定代表人 :魏传家 )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 ,已经南阳市公

安局红泥湾分局立案侦查。凡

在红泥湾镇飞达宾馆集资的单

位和个人 ,应尽快进行报案登记

和集资情况确认。

(一 )登记及确认时间 :本公告

公布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即
2020 年 11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 月

5日 ,工作日时间进行登记 ,逾期未

登记申报的 ,公安机关不再受理 ,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登记地点 :南阳市公安

局红泥湾分局一楼 A113 房间 ,
联 系 电 话 18336690897,
18336690738。

(三 )登 记确认需提供的材

料：1.参与集资者有效身份证件 ;
2.银行转账凭证或其他转款凭证 ;

3.收款凭据 ;4.其他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南阳市公安局红泥湾分局

2020年 11月 24日

公 告

我院离院职工宋勇,因你无故

长期离岗,影响了医院正常工作,请
在公告发布之日尽快回院办理相

关手续。逾期不办者,医院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2号)等相关规定处理。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年 11月 23日

受委托，定于2020年12月8

日上午10时在南阳市范蠡东路

麒御酒店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

1.南阳市官庄工区河南油

田原文体中心游泳池所占用的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

2.南阳市官庄工区河南

油田北区原绿化一队、北区

液化气站、北区供热维修队

离退休支部办所占用的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

3.南阳市官庄工区河南油

田华山区原南、北液化气站所占

用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

4.南阳市官庄工区河南

油田医院小区东侧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附属物、大庆小区

东院大门口南侧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附属物；大庆小区黄

山路原供气站土地使用权。

欲竞买者，于 2020 年 12

月7日17时前持本人有效证件

及保证金（1号、2号、4号标的均

为 100万元，3号标的 20万元）

办理有关竞买手续，自公告之

日起可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

咨 询 电 话 ：63998585

15503992099

公司网址：www.hnhxpm.

com

报名地址：南阳市汉冶

东路儒林御座 2512 室

河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5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