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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粽子有讲究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贺婉樱

端午节快到了，又到了粽叶飘香的时节，各种不
同口味的粽子摆满了各大超市的货架。郑州人民医
院消化内科主任冯素萍提醒，粽子是一种高脂肪、高
热量、难消化的食物，不能贪多。

冯素萍介绍，粽子多由糯米制成，糯米质地黏滞，
长期大量食用会增加肠道的负担，引起消化吸收障
碍，产生恶心、打嗝、腹胀、腹泻等症状。粽子在胃肠
道完全消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如食用不当会增加胃黏
膜的刺激，使胃酸大量分泌，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慢性
胃炎、胃溃疡等疾病。

“一个普通大小的粽子，含米量相当于一碗米饭，
千万别把粽子当成饭后甜点或者零食，尤其是老人和
儿童更要控制数量。”冯素萍说，如果是自己动手包粽
子，可以用部分杂粮米代替糯米。同时，粽子馅最好
选用素馅代替蛋黄、肉馅，以减少肠胃的负担。

冯素萍说，粽子不易消化，食用时最好配上茶水，
以帮助吞咽和消化。从冰箱中取出的粽子一定要彻
底加热后再食用，以免引起食物中毒或消化系统疾病。

青海唇腭裂儿童
在郑免费获治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楚哲

近日，两名来自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
兰县的小朋友由家人及当地卫生局工作人员陪同，在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进行了免费的唇腭裂手术。

据了解，作为国际微笑行动组织的在我省唯一的
郑州诊疗基地暨慈善定点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年为唇腭裂患儿免费手术。

“我们和国际微笑行动、中国微笑活动基金会合
作举办‘国际微笑行动’九年来，已累计为包括新疆、
西藏在内的近两千名省内外唇腭裂患儿进行了免费
手术。”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王彦军说，除
了国际微笑行动提供的资金外，医院的“开元微笑俱
乐部”还将为I期、II期的唇腭裂患儿者提供3000元
免费救治，还为贫困家庭患儿提供300元的生活费，
帮助每一个在这里接受救治的唇腭裂患儿家庭。

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以
下情况，应注意是冠心病常
见的发病信号：

1.突发心前区疼痛，含
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等
血管扩张药，痛感会很快消
失，提示心绞痛；如果服用上
述药物疼痛不缓解，提示心
肌梗死可能。

2.经常发生心前区疼
痛、牙痛、胃痛、头痛、左肩
痛、左背痛、左手臂痛。若出
现上述“发病信号”，应立即
就医。

3.中老年女性如果在日
常生活中经常出现极度的疲
劳，无法完成日常工作，出现
眩晕、恶心(特别是用力之
后)、心怦怦跳或急跳、晕倒、
呼吸急促(尤其在起身之
后)、胸疼或背部感觉压力等
症状，就应当引起重视，必要
时需及时到医院检查就诊。

线索提供 张义 何世桢

最新公布的《2013年郑州市居民死因监测年度报告》显示，
冠心病成郑州居民“头号杀手”，心内科专家提醒——

冠心病,根源在青年时期形成
阅读提示 | 5月28日，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2013年郑州市居民死因监测年度报告》。郑
州已逝的居民里，缺血性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慢性风湿性心脏病及其他
心脏病，占全部死因的25.38%，而冠心病居心脑血管疾病死因首位。心血管疾病专家提醒，饮食上有
时暴饮暴食，生活中常抽烟，且不爱运动很容易患冠心病，所以，预防冠心病要从日常生活做起，尤其
是高危职业人群中的年轻人更要注意防范。

“吸烟、高血压、高血脂是导致冠心病的三大高危因素。”河南省胸科医院
心内科主任医师周晗说，尽管冠心病一般都发生在中老年阶段，但其根源却是
在青年时期形成的。因此，儿童从两岁后，就应合理膳食，均衡营养，积极参加
适宜的体育锻炼，保持健康的体重，就可以降低成年以后患冠心病的危险。

“具体来说，在饮食方面，坚持低盐、低脂膳食，动物内脏、蛋黄、贝壳类的
高胆固醇食品尽量不要食用。”周晗说，杂粮、米糠、干豆类、海带、蔬菜、水果等
因含有的膳食纤维有降低血清胆固醇浓度的作用应适当增加食用。对于高脂
血症患者，还可食用具有降脂功能的食品如洋葱、大蒜、香菇、木耳、芹菜等。

周晗说，香烟中的尼古丁可损伤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硬化，增加心血管疾
病的发病率。少量饮酒可降低血液里的“坏”胆固醇水平，提升“好”胆固醇水
平，降低动脉硬化的机会，但长期的吸烟酗酒则可使血脂升高，同时会加重心
脏负担，对心脏构成伤害。

适当体育锻炼可降低血压、减轻体重、改善血脂代谢，从而降低心血管病
危险。运动还可以减轻冠心病患者的症状、改善运动耐量、提高生活质量。

周晗建议，每天坚持运动1小时，每周不少于5天，并且持之以恒。运动以
不感到疲劳、身体轻松为准。避免在大量进餐后运动，也不应在大量运动后1
小时内进餐，凌晨起床动作宜慢。

此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也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精神紧张易诱发高血
压，增加游离脂肪酸，导致血管硬化。周晗提醒大家，应避免刺激和紧张，做到
情绪稳定、心态平和、宽容大度。

“青壮年人因隐匿性冠心病发生急性心梗的较多，这些人年龄多不太大，
过去可能有或无心脏病病史，发病前也常无任何症状或不适，很少能引起病人
或医生的注意，因此常在无任何诱因的情况下突然发作而猝死。”河南中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心内一区主任王永霞说，推销员、司机、交警、设计人员、外企职员
和媒体从业者，都是隐匿性冠心病的高危职业，“这六类中青年人，若有家庭冠心
病史、自身肥胖、患有糖尿病，且性格急躁者，一定要做到戒烟限酒少吃肉，多吃
蔬菜、水果、鱼和豆制品；适量运动、保持生活规律、情绪稳定、大便通畅等”。

有些人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患冠心病。其实，女性停经后患冠心病
的可能性同男性一样高。王永霞解释说，绝经后女性由于雌激素分泌的减少，
如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蛋白等指标相比绝经前均会有明显升高，所以绝经后
女性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亦不可懈怠。

“慢性疾病早期症状往往不明显，坚持每年体检，有利于早期发现。尤其
对于有心血管病家族史的35岁以上人群，更应提早预防。”王永霞提醒，如果出
现过不明原因的持续性剧烈胸痛20分钟以上，应及早去医院进行心血管疾病
专科检查。若已确诊为冠心病患者，也不要过于紧张，只要配合医生积极治
疗，坚持正确的生活方式，不仅可过上有生气的生活，还可以有效地阻止动脉
硬化的加重，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病情好转。

预防应从日常生活做起

高危职业人群更要防范

□记者 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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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发病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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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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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五星级饭店精品商场招租

15638266555 61990501
●郑上路仓库租 15333830725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

招租 25000 ㎡，13603849974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高校窗口招租 18638602201
●花园路100号地铁口三楼600
㎡办公用房 13343718619
●黄金旺铺招租一楼 200㎡
二楼 500㎡，办公培训出租 13
00㎡一楼西餐厅招租 500㎡
以上均含中央空调，无停车费

精装，价格面仪，地址：东风

路文化路 TEL13503822888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黄河路门面房 15617642198
●省直某事业单位内部酒店

对外招租 18695815731
●二七广场商圈，西大街三中

旁 1500㎡临街旺铺；碧沙岗

商圈，建设路碧沙岗北门 25
2㎡、150㎡临街旺铺招租。

电话：郑 18639017800 张 18
790260808 范 15838204991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出租经开区第八大街成熟

物流场院 13838162995
●经开区第三大街繁华地段

院内简装办公房 800 ㎡；一

楼二楼各 400㎡可仓储办公

免停车物业费 13838297317
●纬五路第一学校大门口正上

方第二层 364㎡ 15890166728

●出租东风南路土地（水泥地

带办公室）10亩 15617729897
●办公店面55695655设计装修

200㎡场地招租
黄河滩客流大适合做特

色餐饮 13838321593
紫荆山商铺

黄金位临街 2000㎡整体招租

63814656、13526431659

房地产

●中州大道临街房出售，

价格面议 15937192397
●永城旺铺 0370-5731111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租售龙湖镇107双湖大道交叉
口独院楼 4300㎡15225161598
●城东南路时代骏庭一层带

花园住宅108㎡和临街门面房

273㎡出国急售 18135677465
●出售科技市场附近234㎡商

业用房一套，电话 63556616

海南温泉房
原生态观山瞰湖高层、湖景别

墅、超低价3180元/㎡起，70年产

权，温泉入户，远离雾霾，毗

邻高速高铁，准现房！紫荆山

路华林时代广场438室55972135
临街商铺出售
郑汴路东建材对面209㎡门口

多车位电话 15333805099
旺铺出售

农业路政七街附近 1351平方

一二层旺铺整体出售，成熟

商圈，耿先生 15617851861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求购求租

●中专学校求租校园或与同行

合租 13592561502
●求租1万5千㎡功能齐全校舍

联系人王先生 13838233563

写字间楼

●花园路纬五路大河锦江饭店

少量写字楼招租 13592221257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 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西四环 7000 平车间仓库

厂院出租 13703924607
●南四环仓库 15937121006
●郑密路厂仓 15890186812
●南四环厂仓 13213115283
●航空港区 6万平仓储、物流

中心、厂房 13525568005
●寻求项目合作：我公司现有

工业、物流土地 30-200 亩位

于郑州中牟、经开区、港区

13938267879

●江山路 9800㎡13903718234
●港区60亩厂仓13693718566
●高新区新厂房 13283805187
●航海东路高速口2000㎡厂仓

可分租15038189188用电户优

●低价出租厂房 13598839078
●西四环五亩仓 13903719259
●西四环外 9m高钢构航吊车

间 2000 ㎡，高速口旁，价格

面议。 15093302766
●郑上路大小院 15639760836
●须水厂房出租 18638120682
●北四环附近3300㎡水电齐全

土地厂房出租 13803814510
●出租钢构厂房 15036166888
●中牟厂院出租 13253371686
●中原西路乔楼3万㎡厂仓招租

15538233131 15824826195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分类信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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