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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公 告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声明公告
地址：紫荆山路商城路交叉口西南角金成国贸大厦1309室

代
办
点

英才街花园路：136 0765 6385
黄河路经八路：158 3719 9170
经三路农业路：152 3809 3660
大石桥新通桥：180 3966 8911
城东路郑汴路：135 9884 5878
桐柏路建设路：138 3719 6183
江山路北环路：136 7365 6113

花园路（汽配大世界对面）：188 3806 1982
东风路花园路：6577 9550
金水路东明路：156 1740 0882
花园路北环、东区：6909 0360
南三环未来路：156 3970 2229
紫荆山路航海路：158 3716 6207
会展中心、郑汴路：133 3381 8309

医学院：155 1455 0860
紫荆山：130 7373 7771
高新区：151 3616 7828
二七万达：135 9842 6354
经三路北环：151 3616 7828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张云超（4107281990062305
12），资格证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汽车服务业商会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
410100096472976F，声明作废。

◆姓名：沈娜，药士证（初级）
（管 理 号 ：16415903）遗 失 ，
2017 年 3 月取得的周口市专
业技术职称证书，声明作废。

◆牛家辉遗失鹿邑县明道城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10 日开具的收据，编号：12677
82，金额：十万元，编号：12678
97，金额：255856元，声明作废。

◆河南省金阁置业有限公司因
管理不善，不慎将营业执照（注
册号：4100002010407）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4101057648
80546）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郑州市惠济区信基调味食品
城木木干调商行营业执照正副
本不慎丢失，证件号：92410108
MA42PU3N19，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J410689373，姓名：常
发，出生日期为 2009 年 9 月 20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偃师市岳滩镇天越钢材经营
部（代码：92410381MA40GLUP
4Y）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袁文莉（注册号：41108260105
3879）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项城市豫南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公章、法人（张雪燕）印章
均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守蔚面食店
（ 代 码 ：92410305MA9K2TG4
60）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编号：Q410710622，姓名：王子
赫，出生日期为2016年6月2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T410185450，姓名：王梓
涵，出生日期为2019年 4月 6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中牟县启龙牛羊肉商行（代
码：92410122MA448W3329）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R410973873，刘语希，出
生日期为2018年 6月 4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鑫海彩钢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466885004
8U，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郑州睿滤净化材
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
起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MA9GGN6C4H）本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本人戴群龙，身份证号：412829
199401218015，于 2022 年 7 月
遗失正阳县人民检察院工作
证（编号为：01507520），该证件
自遗失之日起失效，特此声明。

◆经营者：王战斗，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411426MA42C8L23T，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 张 冷 ：411123197211169607，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2000241
110080020180503438，声明作废。
郭 冬 莲 ：232622197102250623，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10000002019021375，声明作废。
张 元 元 ：412702198901205106，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10000002020021057，声明作废。

◆编号：R410899975，姓名：田柠
溪，出生日期为2018年4月1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P411316437，姓名：田益
赫，出生日期为2016年2月1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刘晶晶（代码：92411723MA9GH
7TD0M）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郑站稳（身份证号：4127251
97904074631）户籍所在地：河
南省鹿邑县任集乡任南行政村
任 南 ，声 明 证 号 为 NO.D411
6280105465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遗失，声明作废，不再
有任何法律效益，特此声明。

娃娃常尿床 原因可能在父母身上
医生介绍，小儿遗尿可能和遗传有关：若父母一方有遗尿史，孩子有1/2的概率患病

我尿床怎么了，我尿床怎么了，你小时候没尿过床吗？再说明天你帮我洗掉不就
好了吗。哼哼，不理你了……

这首名为《尿床记》的歌，曾经在网络平台被大肆引用，创造了无数个百万流量。
人们之所以对这首歌如此喜爱，绝大部分原因就是这首歌所说的，是许多人小时候多
少都有的尿床经历。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王苗苗

故事 1

尿床的确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八九
岁、十岁了，依旧尿床。

同囡囡一样，10岁的超超（化名）从
小尿床。每天晚上，超超都需要父母叫
醒他去排一次尿，但凡不及时叫醒，那结
果就一定是超超尿床，母亲第二天就要
开启拆洗床铺的工作。

床铺不停地反复拆洗晾晒，搞得超
超妈妈实在没脾气，而超超也对此羞愧
不安。

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反复打针、

吃药不见好转，直到前不久经人介绍，
来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找到了白鹤
大夫。

白鹤经过详细地询问，在排除了尿
路感染、大脑发育不全、尿崩症等原因引
起的遗尿后，白鹤给超超进行了一个疗
程的针灸及推拿治疗，效果挺好，超超夜
间想嘘嘘时，已经能够主动醒来上厕所
了。

看见孩子的大问题被解决，超超一
家人格外开心。

8岁女宝老尿床，竟跟她爸有关

若是个儿子，小雨（化名）也会像朋
友一样，朋友圈晒一下儿子尿床的杰作，
然后无奈地表达一下自己当天的工作辛
劳。可家里是女宝怎么办？

小雨的女儿从小时常尿床，虽不是
每天如此，但也是隔三差五就让小雨当
回洗衣工。不过，因为觉得“哪个小孩小
时候不尿床”，所以小雨和老公并没有把
女儿尿床的事儿太当一回事儿。

一天天很快过去，女儿囡囡已经 8
岁了，上小学的她知道了自卑，知道了不
好意思和愧疚，而这个时候依旧隔三差

五尿床，让小雨也越发觉得不对劲儿。
于是，小雨夫妇带着囡囡来到郑州某三
甲医院就诊。

医生为囡囡做了详细检查，在排除
了不良排尿习惯、癫痫、大脑发育不全、
膀胱容积过小等原因后，医生怀疑囡囡
尿床的原因是遗传因素，就询问小雨和
丈夫，他俩是否小时候有过尿床经历。

小雨称自己没有，而一旁的老公似
有些诧异地说：自己六七岁时也常尿
床。就这样，囡囡尿床的原因初步认定
为遗传因素，随后开始接受相关治疗。

故事 2

10岁男宝天天尿床，母亲好悲催

有孩子尿床，也有些成年人做了一
场神奇际遇的梦导致尿床。相较于后
者的极其少见和偶然性，前者尿床，特
别是 5岁以上宝宝频繁尿床，就需要重
视了。

据白鹤介绍，尿床在医学上称为遗
尿症，是指大于等于 5岁的儿童平均每
周至少 2 次夜间不自主排尿，并持续 3
个月以上。

白鹤说，长期夜间遗尿会给患儿及
其家庭带来较大的困扰和心理压力，而
孩子感到羞愧、尴尬，就容易出现自卑、
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反应慢、脾气暴躁、
胆小、不合群、社会适应能力差等，久之
还会使孩子智商降低、学习成绩下滑，并
产生厌学的心理，甚至出现较严重的精
神心理问题，如抑郁症、多动症等。

据悉，有些情况还可能会持续到
成人期，对其生活质量及身心成长造
成严重的不良影响。除此之外，儿童
遗尿还会影响生长发育，出现偏矮、偏
瘦或虚胖。

据白鹤介绍，中医小儿遗尿又
称遗溺，最早见于《素问·宣明五气
篇》：“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
溺”。其病位在膀胱，其病机历代
只强调下元虚寒，肾气不固。

具体而言，小儿遗尿可能和
以下因素有关。

1.遗传因素：遗尿通常在家
族中呈显性遗传，若父母都有遗
尿史，他们的孩子便有 3/4 概率
尿床。若父母一方有遗尿史，他

们的孩子有1/2的概率患病。
2.疾病因素：蛲虫症（虫体对尿道口

的刺激）、尿路感染、肾脏疾患、尿道口
局部炎症、脊柱裂、脊髓损伤、骶部神经
功能障碍、癫痫、大脑发育不全、膀胱容
积过小等，但因此原因引起的遗尿只占
很少的比例。

3.睡眠较深不能及时醒来而导致遗
尿。

4.膀胱的夜间控制能力发育迟缓：
此类遗尿患者随年龄的增长，部分患者
症状可能有所改善；但停止遗尿可能需
要几年的时间，仍有部分患者进入青春
期后还继续尿床。

5.产生抗利尿激素不足：抗利尿激
素是一种由人体自然产生并可减少尿
液量的激素。有 20%~30%的遗尿孩子
在睡眠中，因不能产生足够的抗利尿激
素导致遗尿。

6.其他：不良的排尿习惯导致遗尿。

答疑解惑

宝宝尿床，你会
怎么办？扫码一起
聊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