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很多人
都听说过：“人的体质有酸碱之分，酸性
体质容易引发疾病，需要补充碱性食物
来平衡。”甚至有些商家也做起了“苏打
食品”、“碱性健康水”的概念，“酸碱体
质”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市中心医院相关医务工作人员介
绍，有关“酸性体质”与“碱性体质”，在
传统中医及西医理论体系里，是没有这
两个概念的。网络上关于“酸性体质”
与“碱性体质”与人体健康的说法，实际
上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人体内的酸性和碱性永远处于一
个 动 态 平 衡 的 状
态。在自然健康的
状况下，我们的身体
通常呈现弱碱性，也

就是说，血液酸碱度（pH值）通常维持
在7.4左右。人体在不停的新陈代谢过
程中，会不断地摄入和产生酸性或碱性
物质。正常情况下，酸碱物质在体内的
浓度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人体会对其进
行及时的自我调节，以保持血液的pH
值恒定维持于7.35～7.45范围内。

充分食用蔬菜和水果，能够预防包
括恶性肿瘤在内的多种慢性疾病的发
生。但这并非因为它们是所谓的“碱性
食物”，而是因为它们富含各类对维护
人体健康不可或缺的维生素、矿物质、
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

当身体已经出现疾病的信号，正确
的做法是去医院接受正规的医疗救治，
绝不可能单靠吃些所谓的碱性或酸性
食物就能治愈。

“酸碱体质”有科学依据吗？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报道：冯先生

的父亲近来刚做完心脏手术，静养在
家，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戒骄戒躁，好
好安神养心。

究竟怎样才能养心护心呢？冯先
生翻阅了相关的医药书籍，也咨询了当
地的老中医。医生告诉他，进入秋季，
养心尤为重要，而“燥则润之”是秋季养
生的良方。在心态性情、日常作息以及
饮食选择方面都应该有所注意，切勿

“因心伤身”。
秋天的气候变化较大，早秋热湿，

晚秋又以凉、寒为主，此时机体活动随
气候变化而处于“收”的状态，阳气也处
在收敛内养阶段，所以注重精神调养是
秋季保健重点。通俗来讲，心脑共用，
养心与滋脑相一致。心平气和以养性，

清心醒脑以养神。
睡眠好对心脏的好处不言而喻。

古人认为：“眠食二者，为养生之要务。”
睡眠不仅可以养身，同时还可以养心，
古人说的“卧，休也”便是这个道理。人
在睡眠时，机体各系统器官的活动也就
相应的减弱，从而减少了能量的消耗，
使身体逐步得到恢复。

日常护心，除保持良好情绪外，平
时的饮食也很重要。一般来说，脆、软、
滑、黏或是有弹性的食物，比如海带、芹
菜、木耳等都含有膳食纤维。食物纤维
类似血管清道夫，不仅可吸附脂肪和有
毒物质，还能抑制肝脏
和其他组织合成胆固
醇，对于日常养心大有
裨益。

秋季需养心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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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药“多种混吃”风险大
入秋后天气转凉，早晚温差大，人更容易感冒。武汉

一市民感冒后，为了好得更快加量服用感冒药，而且多种
混吃，不料竟出现肝肾衰竭症状。专家提醒，感冒药一定
要按药品说明书或医嘱使用，多种混吃更是风险大。

张先生体型较胖，上周因感冒发烧后在药店买了
三种感冒退烧药。因想好得更快，再加上自己较胖，
便自行将口服剂量加倍。原本只用一次吃两颗的感
冒药，张先生每次吃４颗。在吃过西药后不到两小
时，又加服一种治感冒的中成药。就这么吃了三天，
第四天早晨起床时，张先生突然意识不清，家人立即
拨打120将他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

“张先生入院时昏迷不醒，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
严重凝血功能异常，此后又出现呼吸衰竭。抢救了５天
才脱离生命危险。”武汉市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许涛
介绍，导致病情严重的根源是患者加量服用感冒药。

张先生口服感冒药的主要成分是对乙酰氨基酚，
过量服用可导致肝损害。许涛说，大约有80%的抗感
冒药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按照药品说明书的推荐剂
量或遵医嘱服用是安全的，但大量吃、与其他感冒退
烧药混着吃，或本身存在着酒精肝、脂肪肝等肝病，易
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武汉市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每年都会收治数例
因误服、多服各种药物而中毒的患者。许涛说，按说
明书或医嘱用药，不仅可避免药物不良反应找上门，
还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药物功效。 （本报综合）

为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蒲圻
司法所不断改进社区矫正工作方法，以

“亲情、友情、感情”为切入点，坚持以监
管为主，教育不放松，以法律规则为依
托，情理结合，管教并举，良好的矫正工
作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矫治效果，确保了
社区矫正人员尽快地回归社会。

用“法”规范矫正工作。蒲圻司法所
严格按照司法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
定，在矫正人员管理上，宽严结合，以法
管人，以情感人，管教并举，取得了良好
效果。同时，司法所结合辖区工作实际，
认真制订了《蒲圻司法所矫正对象须知》
11条，从十一个方面对矫正对象提出了
规范管理和要求。

用“情”感化矫正对象。像对待亲人
一样关爱矫正对象，不歧视、不呵斥、不
厌恶，用真情感动矫正对象，让他们充分
感受到社会的关心和关爱，从而约束自
己，洗心革面。居民刘某，父母常年在外
打工，从小跟奶奶长大，性格比较孤僻，
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缓刑五年。蒲圻司

法所了解刘某的情况后，对刘某十分关
心，积极矫正，在刘某每周报到日，工作
人员不管多忙，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跟
刘某聊上一会儿，以情感人。渐渐地，刘
某的话也多起来，每次来司法所都会热
情地跟所有人打招呼。又到了刘某报到
的时间，两周过后，刘某仍未出现，也没
有给司法所来电话，司法所刘所长及时
联系刘某的爷爷奶奶，获悉刘某受伤住
院后，刘所长匆忙赶到医院时，病床上刘
某脸色苍白，见到刘所长后，他像炫耀似
地对刘所长说：“阿姨，我没有打架，我听
了你们的话，他们捅了我三刀我都没有
还手，真的！”看着刘某一脸认真坚定的
样子，刘所长心里酸酸地说：“好样的，我
为你感到高兴！”

用“心”帮扶回归社会。居民万某，
假释后成为“三无人员”，由其姑妈监
护。由于长期的狱中生活，加之出狱后
缺乏生活来源，万某不愿与人交往，性格
急躁，与姑父、表兄关系相处不融洽。姑
妈找到司法所请求帮忙解决万某居住和

工作问题。为了尽快让万某回归社会，
司法所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万某的情
况，为万某申请到了廉租房；考虑到万某
有裁缝手艺，司法所在赤壁市某制衣厂
为万某联系了工作，万某每个月有了一
定的收入后，整个人变得开朗了，渐渐地
他从罪犯阴影里走出，重新树立了生活
的信心，真正地融入了社会。

社区矫正人员的安置工作是搞好社
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环节，做好此项工作
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有利
于维护社会稳定。为社区矫正人员创造
良好的就业条件，蒲圻司法所用心为帮
教人员寻找并带给过渡性就业岗位，帮
忙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并对其开展思想
教育和帮教管理活动，为矫正人员健康
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游凰玲 姚军）

蒲圻办事处

蒲圻司法所认真抓好社区工作

注销公告
咸宁鑫宇挂车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1200MA48B3BD67）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特此公告
咸宁鑫宇挂车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中托幸福能源动力制造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21MA48BPRR2L，特声明作废。

杨仕勇遗失人保车险发票，发票代码：
4200164320，发票号码：27908739，特声明作
废。

刘忠东遗失伤残军人证（因公八级），证号：
鄂军L029181，特声明作废。

崔元奎遗失咸安区金马轴承机电经营店税
务 CA，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02MA4ACD311W，特声明作废。
余银春遗失位于崇阳县大桥乡中津村三组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050226 号，面积
116.25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通山县先锋职业学校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特
声明作废。

嘉鱼县官桥镇舒桥村东方红采石场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咸宁市分行嘉鱼分理处营业室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准号：
J5363000063202，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嘉鱼县嘉和兴农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21MA48FEK76A）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嘉鱼县嘉和兴农资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快，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逐渐增多。据相关国际组织统计，世界上每3秒钟

就会有一名新的老年性痴呆患者被确诊。而每一位老年性

痴呆患者的背后，都有一个饱受困扰的家庭。如果家有老

年性痴呆患者，家人应该如何照料他们？

核心提示

张子凤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骨
科的护士长，同时也是一位老年
性痴呆患者的家属。婆婆80岁
被确诊为老年性痴呆症，到现在
90多岁高龄，张子凤精心陪伴照
顾了十几年。护理专业的背景和
十几年的亲身经历，让张子凤对
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了切身
体会。

“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对老年性痴呆患者十分重要。
张子凤最早发现婆婆的老年性
痴呆症状，是从婆婆总是找不到
常用的东西开始，然后发现家里
每天进进出出的门关上以后，婆
婆就不会打开了。还有一次，婆
婆说脚疼，张子凤查看时发现，
婆婆穿了4双袜子。去医院检
查，婆婆被诊断为老年性痴呆。

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吴婷教授

介绍说，老年性痴呆早期不易被
察觉，或者常被误认为是正常的
衰老表现。记忆减退是老年性
痴呆典型症状之一。正常的老
年人也常会出现健忘，但这种良
性健忘的表现是：记得有某件
事，一时想不起来，事后又会重
新想起，或经提醒、联系而想起
来。老年性痴呆的患者则是一
种病态的记忆障碍：这个事情在
患者脑子里面就像没有发生过
一样，好像有个橡皮擦，将原来
发生的事情抹掉了。

老年性痴呆的早期表现还
包括语言表达困难、不能认知当
前时间、在熟悉的地方迷路、对
爱好和活动丧失兴趣等。

如果怀疑家人患上了老年
性痴呆，应及早至医院的专业科
室就诊，以明确诊断，如神经科、
老年精神科、记忆障碍门诊等。

及时发现患者早期症状A

随着病情逐渐加重，老年性
痴呆患者常常会出现一些令人
难以理喻的行为。张子凤的婆
婆有一次拉肚子拉得很厉害，结
果发现是婆婆把一小瓶食用油
当饮料喝了。有一阵婆婆还总
是把垃圾扔进马桶，为此，下水
道不知堵了多少次。张子凤说，
作为患者家属，一定要了解这些
行为是患者自己无法控制的，因
此，永远不要对患者喊叫、斥责，
打岔、转移注意力往往比强行阻
止更有效。

吴婷表示，家属和照料者需
要记住的是，导致患者各种“奇
怪举动”的是疾病，而不是患者
故意。那么如何应对老年性痴
呆患者的种种症状表现？吴婷
给患者家属支了几招——

应对病人记忆力减退。按
一定顺序安排病人每天要做的
事情。选择病人状态好的时候，
处理一些相对复杂的事情。病

人记忆力下降，找词困难，因此
与病人的沟通会变得困难，对策
是多运用目光接触，呼唤病人的
名字，或者握住病人的手，鼓励
病人与你交流。尽量使沟通简
单化，提出只需回答“是”或“否”
的问题，如“累吗？”，而不是“感
觉如何？”。问“晚餐吃米饭还是
面条？”而不是“晚饭要吃什
么？”。如果一句话没有理解，尝
试换一种说法。保持耐心，尤其
是病人有恼怒表现时。

应对性格和行为变化。病
人常会表现出一些性格和行为
方面的变化，如不安、焦虑、容易
发怒、打人；藏匿物品或认为他
人藏匿物品；离家出走；性行为
异常等。此时应咨询医生如何
处理，寻找可能存在的诱因。对
于打人、咬人、抑郁等，咨询医
生，可能有必要给予药物治疗。
关注病人感受，安抚病人，让病
人有安全感。不要争论，或者尝

应对行为异常有技巧B

婆婆刚患病的时候，虽然年逾
80，但体力尚好，腿脚灵便。每天下
班，张子凤就带着婆婆到附近的操场
转圈。婆婆喜欢打牌，张子凤鼓励她
跟老朋友一起玩。后来，老人的认知能
力逐渐下降，张子凤仍坚持在休息日开
车带婆婆到周边旅游。虽然婆婆经常
记不住去了哪儿，但张子凤说，至少在
玩的时候，婆婆是开心的。回来后还常
常给婆婆看旅游时的照片，讲述游玩的
经过，这也是训练记忆力的好办法。

吴婷说，目前尚没有能够治愈老
年性痴呆的药物，但选择正确的药物
及早治疗，配合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可
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或有效延缓脑
功能的衰退，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减轻看护者的负担。
其中，非药物治疗是药物之外

重要的补充。吴婷推荐的非药物干
预方法包括：1.早期鼓励患者参加各
种社会活动。鼓励其进行简单的家
务劳动，避免过多代劳，鼓励自己动
手，尽量维持生活自理能力，延缓脑
功能的衰退速度。2.鼓励患者进行
体格锻炼。有氧运动可改善他们的
认知功能，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
降低老年人发生认知障碍的风险。
3.参加认知训练和康复、记忆康复的
项目。4.参加唱歌、书法等患者喜欢
的娱乐活动。5.改善睡眠质量。6.
经常陪伴患者看看老照片、老视频，
鼓励他们讲述年轻时的生活。

张子凤的电脑里有很多她和婆
婆近些年的合影，两个人总是笑容
灿烂。不知情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她们一起与老年性痴呆“战斗”了十
几年。而作为护士长，张子凤平时
的工作也是十分忙累。张子凤说，
自从婆婆患病后，家里就找了保姆，
并把照顾婆婆的事做了分工。这
样，自己的压力不会太大，同时注意
调整心态，经常逗老人开心，自己也

开开心心。
吴婷提醒，作为照顾者，繁重的

照顾工作可能导致压力过大，因此
照顾者的心理建设很重要。要接受
家人生病的事实；找专业的医生或
护士了解护理照顾的知识；可适当
请其他亲友帮忙，或者请护工；可以
与有相同问题的家庭相互交流、相
互支持。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更
好地去照顾病人。 （本报综合）

试和病人讲道理。通过散步、唱歌或
跳舞等病人感兴趣的活动来分散病
人的注意力。如果有攻击性行为发
生，应保护自己，同时防止病人自伤。

应对幻觉和妄想。随着疾病发
展，病人可能会出现幻觉、妄想或偏
执。首先咨询医生，以排除是疾病和
药物引起的。尽量不要和病人争论他
所看到的或者听到的，尝试转移注
意力，并让病人有安全感。如果受
到病人指责，尽量不要作出回应，而
是对病人表现关怀，转移其注意

力。跟其他人解释，病人的表现是
疾病所致。

应对大小便失禁。注意观察病人
提示如厕的征象，如不安或者拉扯衣
服，并快速应对。记录病人的进食量
和饮水量以及入厕的频率，以便提醒
病人规律如厕。保持病人穿着宽松
舒适并容易脱去的衣物，如松紧带。
睡前如果病人感到口渴，给他食用新
鲜水果而不是喝水。如果大小便失
禁出现在夜间，晚上6点以后要限制
饮水的量。

生活方式干预有助延缓病情C

照顾者别忘了照顾好自己D

我市血管中心挂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见习记者周莹、通讯员戴

逢胜报道：10月16日，市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在
市中心血站正式挂牌成立，省血管中心主任喻学华出
席揭牌仪式，全市7家用血医院医务科和输血科相关
负责人参加会议。

该中心的成立，规范了我市临床用血行为，提升
了我市医疗机构科学、合理、安全用血能力。会议公
布了市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成立相关事宜，以及
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专家组的构成、专家名单，
并召开专家组会议。围绕本年度全市血液质量和质
量管理现状分析，未来全市血液质量和质量管理的改
进及举措，临床科学、合理、规范用血督导检查工作的
开展三部分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现阶段我市临
床用血工作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今后将规范送血，不
再收送血费用；计划用血，每周报送用血计划；合理用
血，加大成分血的临床应用。

市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的成立，旨在通过设
立市血液质量管理和控制中心，搭建一个吸纳知名输
血管理专家和技术同仁的智力平台，建立健全全市临
床用血质量控制和保证体系，推动全市输血工作科学
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服务于卫生改革与发展。

通城县卫计局

讲廉政党课 鸣廉洁警钟
本报讯 通讯员余伟、余頔报道：9月13日，通城

县卫计局组织全县公办医院院长、副院长、设备科科
长、基建科科长及局机关全体干部共计100余人进行
党纪法规宣传教育。

该局特邀县纪委宣传部长毛瑜为大家讲党课。
毛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同时结合现实案
例，深入浅出的对违纪违法案例的特点、表现形式
和成因等进行了剖析，并组织全员通过手机在线答
题的方式进行了知识测试，测试合格率达98.3%，使
大家加深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精髓的理解。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雷明顺结合卫生计生系统工
作实际，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为主题，也讲
了一堂精彩的廉政党课。深刻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
需要把握的关键环节，强调了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
性，通过详细讲解使大家对修改过的“一章两法”有了
新的认识和理解。

参会人员进行了廉政承诺集体签名、集中观看警
示教育片《不忘初心，警钟长鸣》，还学习了市纪委监
委编印的《忏悔录》和县纪委下发的《关于5起作风问
题典型案例通报》等。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jian kang jiao yu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