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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焦

医学新知

李先生最近老是感觉嗓

子不清爽，有什么东西似的

想咳出来，有时干咳，有时咳

出少量白色黏痰，想着可能

是咽炎就到郑州人民医院耳

鼻咽喉科就诊。

耳鼻咽喉科主任高明在

检查了李先生的咽喉并询问

他胃好不好、有没有高血压、

高血压都吃的什么药等情况

后认为，李先生的咽喉部本

身没多大问题，老是感觉不

适、咳嗽，应该和他的胃食管

反流有关，建议到消化内科

作进一步检查。

到消化内科检查后，李

先生果然有胃食管反流，他

说：“胃不好多年了，有时会

感到反酸、烧心，没想到胃上

的毛病还影响到了嗓子。”

“胃食管反流病是一种

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是由

于胃酸或其他胃内容物反流

至食管而引起的，典型反流

症状表现为胸骨后烧灼感、

反酸、嗳气、胸闷等。但临床

上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没有典

型反流症状，只是表现出食

管外的症状，如咽喉部不适、

咳嗽、哮喘等。”消化内科冯

素萍主任医师介绍说，胃食

管反流病和高血压、糖尿病

一样，是一种高发的慢性病，

在我国患病率已达到10%~

15%。此病的高发人群一是

中老年人，以男性居多；二是

肥胖者、爱吃脂肪类食物者、

喜欢吃夜宵者；三是嗜烟和

酗酒者；四是过度疲劳、情绪

波动、精神紧张者。

冯素萍主任特别提醒，

此病病程长，易反复，平时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如定时定量进食，尽量

少吃高脂肪和难以消化的

食物，避免进食油腻、辛辣

食物；少喝浓茶，戒烟酒；饱

餐后不宜马上躺下，睡前2~

3小时尽量不进食，睡觉时

枕头(或床头)垫高等。当出

现烧心、反酸、长期咽部不

适、咳嗽等症状时，千万别

忽视或者自我诊断，否则会

延误最佳诊断时机，应树立

“早发现、早治疗”的正确观

念。因为上述症状如果不

及时治疗，不仅严重影响生

活和工作质量，还可能引发

食管狭窄甚至食道癌等严

重的并发症。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

贾庆东）

“三九”寒天至
食补选“三高”

如何有效戒烟？世界卫生组织烟
草或健康合作中心研究员、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肖丹博士认为，单
凭意志戒烟十戒九败，依靠医生专业指
导，事半功倍，戒烟成功率能提高 2~3
倍。戒比不戒好，早戒比晚戒好，哪怕是
吸一口烟也是对健康有害的。

肖丹认为，吸烟者只要有戒烟意愿，
就一定可以戒烟。戒烟分以下几个步骤：

1.准备戒烟
设定戒烟日，戒烟日应在两周之内，

告诉家人、朋友、同事自己戒烟的事情，
并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请大家支持
你，不要在你面前吸烟。

在尝试戒烟前，分析诱发吸烟的
因素或戒烟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处理
方法：如避免吸烟诱惑，改变生活习惯
等，做好充分准备。准备好各种可以帮
助你戒烟的辅助用品，例如口香糖、薄荷
糖等。

2.无烟环境
处理环境中与吸烟有关的全部物

品。在完全戒烟前使家中成为无烟的环
境，扔掉你的烟灰缸、打火机，以及剩下
的所有香烟，避免再接受烟草的诱惑。
由于饮酒与吸烟者复吸有关，在戒烟期
间应该限酒或戒酒。

3.完全戒断
应尽量争取完全戒断。不要在戒

烟日之后尝试吸烟，即使是一口烟。当
烟瘾强烈时，喝水可以减轻烟瘾，更可以
让你的手和嘴忙起来；找一些事情来做，
分散对烟瘾的注意力；延迟点烟动作，稍
等10分钟，烟瘾会自动消失。拨打戒烟
热线（全国戒烟热线400－888－5531或
全国公共卫生热线 12320），获得戒烟
帮助。

4.戒烟治疗
到正规医院的戒烟门诊进行戒烟

治疗，医生会对烟民进行戒烟劝诫，并对
烟民的烟草依赖程度进行专业的科学评
估，并推荐患者使用不同的戒烟药物，如
尼古丁贴片、尼古丁咀嚼胶、盐酸安非他
酮和酒石酸伐尼克兰等。

肖丹特别强调，戒烟过程中如果戒
断症状难以忍受，烟民应该到戒烟门诊
寻求专业的帮助，尽量不要因为戒断症
状放弃戒烟。

爱尔兰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多吃各种海藻有助于降低高血

压、防止心脏病。

爱尔兰农业部的研究人员

对100项相关研究所得数据进

行详细分析后发现：海藻中会有

作用类似于常见降压药的某些

关键成分。最新研究发现，海藻

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生物活性

肽”。该蛋白质的作用类似于

ACE抑制剂（一种广泛使用的

降低高血压、防止心脏病和中风

的药物）。

常见的海藻类食物主要包

括：裙带菜、海带和紫菜等。专

家表示，其实近海岸很多海藻都

是可以食用的。另外，牛奶中也

含有大量的“生物活性肽”。

很多科学家表示，海藻热量

很低，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脂肪

吸收，促进减肥，有益心脏健康，

因为肥胖正是导致心脏病的一

大主因。

日本研究人员利用实验鼠

进行的研究也同时发现，喂食含

海藻食物的实验鼠体重可多减

轻10%。

(屈象)

健康资讯

多吃海藻可防心脏病

长期咽部不适
谨防胃食管反流

2013年12月29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
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提
出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禁止吸
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各级党政
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要
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
等五项要求。“戒烟令”要求领
导干部带头戒烟，是公共场所
禁烟行动迈出的一大步，大快
人心。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出
现。一些人表示“戒烟要慢慢
来，戒烟太快易内分泌失调”，
这个说法一出现顿时吸引了大
家的眼球。

那么，从科学健康的角度
看，戒烟过快真的会导致内分
泌失调吗？笔者采访多位专家
得知，戒烟过程中确实会有戒
断症状的出现，但属正常，并无
内分泌失调方面的病理改变。

“戒烟太快易内分泌失调”无科学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

研究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肖丹博士表示，在戒烟的早期，停止吸

烟或减少吸烟量后，吸烟者可能会产生

一系列难以忍受的戒断症状，包括吸烟

渴求、焦虑、抑郁、唾液腺分泌增加、注意

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部分戒烟者还会

出现体重增加。但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并无内分泌失调方面的病理改变。相

反，吸烟才是导致内分泌失调的原因，已

有证据提示吸烟可以导致Ⅱ型糖尿病。

一般情况下，戒断症状可在停止吸烟后

数小时内开始出现，在戒烟最初14 天内

表现最为强烈，之后逐渐减轻直至消

失。大多数戒断症状持续时间为一个月

左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苏青指出，“内分泌失

调”是一个较为宽泛、通俗化的说法，并不

严谨。戒烟过程确实会引起脂肪增多和

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等戒断症状，但是戒

烟过程并不会引起体内某种激素的增加

或减少，不会导致身体机能的紊乱，因此

“内分泌失调”也就无从说起。

戒断症状出现很正常
在戒烟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戒断症状。戒断症状的出现

是很正常的。肖丹介绍到，烟草依赖常表

现为躯体依赖和心理依赖两个方面。躯

体依赖包括唾液腺分泌增加、注意力不集

中、睡眠障碍等，部分戒烟者还会出现体

重增加。大多数戒烟症状持续时间为一

个月左右，但部分患者对吸烟的渴求会持

续1 年以上。心理依赖则表现为主观上

强烈渴求吸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医师陈建表示，戒烟者所谓的内分泌失

调，应该是指正常的戒断症状，或者可能

是戒烟者不想戒烟的一个借口。吸烟成

瘾本身是一种疾病。烟草中的尼古丁吸

入后会引起愉悦，而当戒烟后，得不到尼

古丁的时候就会出现烦躁、坐立不安、注

意力不集中甚至血压心率的变化。戒烟

的头一个月特别容易出现戒断症状，一段

时间后症状会自然消失。一般在临床治

疗时，医生都会告知病人戒断症状的不可

避免性。

很多戒烟者在戒烟过程中还会发现

自己身体的一些异常，比如戒烟前不咳

痰，戒烟后反而咳痰了。对这种现象，陈

建解释说：“吸烟会引起气道的炎症反应，

这些炎症因子随着血液到全身，就会引起

内分泌的失调。戒烟以后，这些炎症反应

就会减少、消失，而戒烟前由于香烟烟雾

引起的气道的纤毛损伤、黏膜损伤开始自

行恢复，这时有些戒烟者就会开始咳痰，

实际上这是机体的一种自我修复，并不是

内分泌失调。”据《科技日报》、《人民日报》

戒烟四步走

医学专家：此说法无依据，戒烟早期出现不适是正常的戒断症状，大多持
续一个月左右会消失

戒烟过急会引发内分泌失调？

链接

日前，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传来喜讯，我省首例“三冻”

试管婴儿在该院成功受孕。

据了解，孕妇李云（化名）

来自周口，今年35岁，因曾两次

宫外孕导致双侧输卵管均被切

除，此次受孕成功可谓“一波三

折”。

2011年5月，李云与丈夫一

起来到郑大三附院生殖中心就

诊。经术前检查和药物促排卵

治疗，当年9月顺利取出11枚卵

子。但不幸的是，她丈夫因高度

紧张导致取精失败，无奈医生只

得将所有卵子暂时冷冻起来。

几天后，李云的丈夫精神慢

慢放松，终于取出了精子，实验

室人员将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贝

精子”也冷冻了起来，等待合适

时机再进行人工受精。

两个月后，在专家的精心调

理下，李云的子宫内膜终于达到

了迎接胚胎“植入”的最佳状

态。该院生殖中心胚胎实验室

人员立刻将冷冻了两个多月的

卵子和精子同步解冻复苏，采用

“卵母细胞单精子显微注射”技

术，帮助精子完成了穿入卵子的

过程，最终形成5枚优质胚胎。

医生选择了其中两枚双冻胚胎

（即“冻卵”、“冻精”）进行了移

植，将剩下的3枚胚胎再次进行

冷冻。

半个月后传来喜迅，李云怀

孕了！但不久后不幸再次降临，

怀孕到10周时，李云自然流产。

去年8月，李云再次来到郑

大三附院，医生将已经冷冻近两

年的3枚“三冻”（冻卵、冻精、冻

胚）胚胎解冻、移植，幸运之神终

于眷顾了她，目前她已怀孕5个

多月。

（本报记者 李海旭 通讯员

华小亚刘景）

我省首例“三冻”
试管婴儿成功受孕

带状疱疹俗称“蛇盘疮”，是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通过呼

吸道等途径进入人体后引起的

病症。该病毒长期潜伏在人体

的神经根里，正常情况下不容易

发病，一旦身体过度疲劳，造成

免疫力降低，或受寒感冒时，病

毒就会发作。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神经学》杂

志上报告说，他们详细研究了近

32万人的医疗记录，其中10.6

万人患过带状疱疹。研究发现，

曾在18岁至40岁之间患过此病

的人，日后患中风的几率比常人

高74%，患心脏病的几率也高

50%。

研究负责人朱迪丝·布鲁尔

说，带状疱疹增加中风和心脏病

风险的机制尚不清楚，带状疱疹

患者应警惕此类风险，最好能定

期进行相关检查。 （辛华）

带状疱疹患者
当心中风和心脏病

健康提醒

新华社发

资料图片

S330逍白线漯河至舞阳段改建工程施工及施工监理
招标资格预审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S330逍白线漯河至舞阳段
改建工程已由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豫
发改基础[2012]1929号文件批准建设，施工
图设计已由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以豫交文
[2012]1069号、豫交文[2013]709号文件批
复。项目业主为漯河市公路管理局，建设资
金来自国省补助、地方自筹，资金已落实。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修建及缺陷
责任期内的质量修复进行国内竞争性公开招
标，现邀请有兴趣的潜在申请人（以下简称申
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现将招标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2.项目概况

2.1项目建设地点：漯河市境内。
2.2项目建设工期：计划工期为8个月

（240日历天），缺陷责任期为24个月。
2.3招标范围：旧路病害处理、路面及附

属工程的施工及施工监理。
2.4标段划分：本项目本次招标施工标分

二个标段，本次招标S330-1、S330-3, 监理
标共分 1个标段，编号为S330-J。具体情况
详见下表：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施工招标
3.1.1申请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具有有效的建筑安全生
产许可证，且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申
请人近五年内有承担过类似工程的施工业
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
施工能力。

3.1.2信誉良好，近三年内和业主之间未
（没有或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案件。

3.2监理招标
申请人须具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

公路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独立法
人资格并持有有效营业执照，具有类似工程
监理经验，信誉良好，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备相应能力。

3.3本次资格预审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
审申请。

3.4施工标申请人只能对上述2个施工标
中的1个施工标段提出资审申请；监理标申请
人可对上述1个监理标段提出资审申请。

3.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资
格预审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资格
预审，若出现上述情况，先购买资格预审文件
者为有效申请人。

3.6根据《河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从业单位
及人员信用管理办法》精神，信用等级被评定
为D级的企业不得购买资格预审文件。根据
《关于修改我省公路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内容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交建管【2010】47号文
件精神，凡出借资质围标串标的从业单位，一
经查实，其信用评价等级将直接列为D级（黑
名单）。对于在本公告约定的资格预审文件
获取时间内，未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
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一级及以上企业
资质的投标申请人，不得购买资格预审文件。

4.资格预审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施工标采用合格制，监理
标采用强制性条件审查法。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请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人于 2014年
1月13日至 2014年1月 17日（法定公休日、
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 时 00 分至
11 时 00 分，下午15时 00 分至 17 时 00 分
（北京时间，下同），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本人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证书副本、
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本人二代身份证
（施工标还需携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副本）等（以上均为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彩
色复印件2套）到漯河市黄河路卡特创意酒店
405房间购买资格预审文件。

5.2每标段资格预审文件售价均为1000
元/本，现金支付，售后不退。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
（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北京时间 2014年1
月 27 日上午 9 时 00 分，申请人应于 2014
年 1 月 27日 8 时00分至 9 时00 分，由企业
法定代表人本人或其授权委托人持二代身份
证将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至郑州市大河公
馆酒店4楼会议室（中州大道红专路向西100
米路南）。

6.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
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
网、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网站、《河南日报》上同时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漯河市公路管理局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黄河路中段619号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395—3153982
招标代理：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地址：郑州市瑞达路科学大道交叉口创

达大厦二楼
联系人：李女士
电话：18203668761、13693711673
邮箱：GONGLUZBDL2011@163.COM

2014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