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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换季转凉

别把百日咳错当普通感冒
秋季天气明显转凉，当儿童出现流涕、打喷嚏、咳

嗽等症状时，大部分家长会考虑也许是换季着凉，会
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和止咳药。但遇到久咳不止、晚
上咳得尤其厉害时家长需注意，可能孩子并不是普通
的感冒，而是得了百日咳。

百日咳是一种感染性非常强的传染病，它是由百
日咳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因为这种病如果
不经过有效治疗，咳嗽症状可以持续2—3个月，所以
被称为“百日咳”。

专家介绍，百日咳的潜伏期很长，平均为7天至
10天，初期患儿会出现咳嗽、打喷嚏、流泪和乏力等症
状，看着非常像感冒发烧，不同于普通感冒的是，百日
咳的咳嗽声开始为单声干咳，之后咳嗽加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陈英
虎表示，百日咳由呼吸道飞沫传播，5岁以下的儿童最
容易感染百日咳，因为儿童的免疫系统尚未完善、抵
抗力较差。

另外，由于母传抗体对百日咳没有保护作用，所
以6个月以下的婴儿发病率较高，尤其是3个月以下
的幼儿，患百日咳易发展为重症。百日咳最常见的并
发症是肺炎、肺动脉高压、心衰、心跳骤停、百日咳脑
病，1岁以下婴儿多见。

目前临床上，对百日咳的治疗以对症支持治疗、抗
菌治疗为主。百日咳疫苗能大大降低该病的感染率，且
降低了重症病例发生率，但却不能保证孩子获得终身免
疫，百日咳抗体的保护作用随年龄增长会逐步下降。

陈英虎提到，虽然接种疫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万全
之策，但仍然是预防百日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因此，
建议父母按照预防接种的要求，定时为孩子接种疫苗。

老年人多社交

可降低痴呆风险
英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

医学》杂志发表论文说，社交活跃的中老年人患痴呆
症的风险更低。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1万人的
生活与健康数据，他们在1985年到2013年间多次接
受了社交状况调查和认知能力检测，有的健康数据还
更新至2017年。结果显示，在60岁时几乎每天都与
朋友会面的人，与隔几个月才与朋友会面的人相比，
此后患痴呆症的风险要低12%。

研究还显示，50岁和70岁时有较多的社交活动，
也与痴呆症风险下降有关联，不过这种关联在统计学
上的显著性要低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在任何年龄段
的社交活动都有助于降低痴呆风险。 （本报综合）

肾病在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因此，它
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肾病可表现为泡沫尿、脚踝肿
胀、眼睑浮肿、乏力腰酸、高血压、贫血、食欲下降等。但
这些症状往往在肾病较重时才会出现，因缺乏特异性，
常常被忽略，导致误诊。

由于肾病较为隐匿，我们需要对肾脏给予“额外”关
注。哪些人更要关注自己的肾脏呢？从临床情况来分
析，下面这些人群属于肾脏病高危人群。

高血压人群 长期患高血压可以造成肾小球缺血硬
化，表现为夜尿增多，尿白蛋白排泄增加，严重时就会造
成肾功能减退。所以，高血压患者一定要遵医嘱服用降
压药，控制血压，定期进行肾脏相关检查。

糖尿病患者 目前，糖尿病肾病引起的尿毒症是每
年新进入透析的首要病因。患者表现为水肿、大量蛋白
尿、肾功能受损，常有多种合并症，包括视网膜病变、周
围神经病变，外周血管病变、感染、心脑血管疾病等。糖
尿病患者要严格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定期检查尿白蛋
白/肌酐，以便早期发现肾病征兆，早期干预。

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的人 有些肾病（如多囊肾）是
可以遗传的，有家族聚集倾向。家族中有人患有肾病，
自己要提高警惕，定期检查尿常规和肾功能。

超重和肥胖人群 肥胖真的不好，它不仅会加重肾
脏负担，引起肾小球血流动力学改变，还能引起肥胖相
关性肾病。体重超标者一定要检查肾脏病的相关指标。

有肝炎病史的人 肝炎可引起乙肝相关性肾炎、丙
肝相关性肾炎，要注意筛查病毒复制、肝脏功能和尿常
规。

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机体对自
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自体组织损害所引起的疾
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
炎、血管炎等。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容易引发相
关疾病的肾病，如狼疮性肾炎等。

有长期用药史的人 药物性肾损害在临床上较为普
遍，应给予重视。如长期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氨
基糖甙类药物、非甾体抗炎药，以及某些减肥药等，都有
可能造成肾小管间质纤维化，长时间、大量服用这些药
物要警惕肾功能损伤。

有肾病病史或早产低体重者 有肾病病史，或因早
产出生时低体重的人，在严重感染、药物过量或急性应
激状态下，肾脏受损风险比正常人群要高。有肾结石或
前列腺肥大、反复泌尿系感染、因梗阻出现肾盂积水的
患者，也是肾病高危人群。

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 吸烟、大量饮酒、熬夜、高强
度健身+大量蛋白粉、长期使用美白用品、频繁纹身和染
发、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高尿酸血症，以及超过
50岁且有多种疾病、有肿瘤病史的人，都有较高患肾脏
病的风险。

定期检查肾脏病的有关指标，是预防肾脏病的有效
措施。包括尿常规筛查，看是否有蛋白尿、血尿；肾功能
检查关注血肌酐、尿素氮指标；肾脏超声检查看是否有
肾脏形态和结构的改变等。以上任何一项出现异常，都
考虑患有肾病，但明确具体病因还需要进行代谢、免疫、
肿瘤等相关检查。 （本报综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受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赤壁市P
[2019]1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地块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地块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人参加竞
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
的相应文件资料（具体细则详见竞买须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
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赤壁市土
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对本
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
况介绍，申请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本次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
卖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 10月 11日至
2019年10月31日16时前到赤壁市土地储备
交易中心或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
文件》。

六、申请人应于2019年10月11日至2019
年10月 31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一楼大厅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
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截止时
间为 2019 年 10 月 31 日 16 时整（以到账为
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
竞买准备金的，具备申请条件的，湖北泉盛拍卖
有限公司在2019年10月31日17 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19年11月1日10 时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号）二楼会议室举行
拍卖会。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1）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119号
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2）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
A座19层
联系人：喻女士
联系电话：0715－8278999

13545575552
网址：www.hbqspm.com
2、银行账户
（1）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
壁龙翔支行
行号：1055 3626 1091
账号：4200 1696 1420 5900 0189
（2）竞买准备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湖北省咸宁市工商银行泉塘支行
帐号：1818 0005 0920 0009 211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1日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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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些人容易得肾病

临床上慢性肾脏病是指病史超过3个月，包括慢性
肾小球肾炎、隐匿性肾炎、IgA肾病（多见于年轻人的一
种原发性肾小球疾病）、肾病综合征、膜性肾病、过敏性
紫癜性肾炎、狼疮性肾炎、痛风肾、糖尿病肾病、高血压
肾病、多囊肾、慢性肾盂肾炎等肾病。这些疾病如果未
能及时有效诊治，可导致病情恶化，进展为慢性肾功能
不全、肾衰竭，甚至尿毒症。

通俗来说，凡是存在肾损伤或肾功能减退3个月及
以上的，都可视为慢性肾脏病。其中，肾损伤是指肾脏
存在病理学异常，可通过尿检、血生化、肾脏病理或影像
学检查予以证实。比如，尿白蛋白/尿肌酐比值（ACR）

大于30mg/g；尿中出现红细胞或白细胞管型（管型是尿
液中的一种成分，白细胞管型代表着炎症或感染）；影像
学检查发现多囊肾、肾积水等；肾脏病理有肾小球、血管
或肾小管间质病变的证据。肾功能减退则是指肾小球
滤 过 率（GFR）下 降 ，一 般 是 GFR＜60mL/（min·
1.73m2），当GFR＜15mL/（min·1.73m2）时，已到了肾
衰竭阶段。肾移植患者也属于慢性肾脏病患者。

慢性肾脏病有“三高”“三低”的特点。“三高”是指发
病率高、伴发心脑血管疾病高、病死率高，“三低”则是指
对慢性肾脏病的知晓率低、对伴发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
认知率低、防治率低。

什么是慢性肾脏病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30多年来慢性肾脏病已经成
为威胁全世界公共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从最近几年的
统计资料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普通人群中6.5%至10%的
人有不同程度的肾脏疾病，其中美国肾脏病患者已经超
过2000万人，而得了肾病未去就医的人数远比在医院救
治的患者多。我国学者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中国
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群中慢性肾
病的患病率为10.8%，据此估计我国现有成年慢性肾脏
病患者1.2亿人。

为什么慢性肾脏病患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居高不下
呢？这跟人们的饮食习惯越来越不健康及肥胖等有关。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共性的改变，比如，某些营养素
（碳水化合物、脂肪、食盐等）摄入过多，体力活动过少。
同时，因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度高、睡眠不足，或吸烟、
酗酒等不良习惯，使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痛
风、肥胖等代谢性疾病增多，这些代谢性疾病引起的慢性
肾脏病也“水涨船高”。

首先，我们来说说食盐。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这一
点大家都知道，但未必知道这“不好”还跟肾有关系。盐
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钠是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可维
持血液渗透压。但钠在人体内含量过高可引起血容量增
加，体内组织间液增加导致浮肿，摄入盐过多，高血压的
发病率也相对较高，而高血压正是引起肾病的重要危险
因素。

其次，感染也是肾病的重要诱因。临床上不乏因咽
炎、扁桃体炎、皮肤感染、上呼吸道感染等引发肾病的病
例，其他感染因素还有肝炎、结核病、艾滋病等。此外，恶
劣的外部环境因素，如风寒、潮湿等都可能引起自身免疫
功能和抗病能力降低。长期习惯憋尿的人容易引起膀胱
炎，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膀胱极易造成细菌繁殖，一旦反流

到输尿管和肾脏，可引发肾盂肾炎等。
第三，滥用药物或不规范用药所致的药物性肾损害，

也是肾病逐年增多的一个不可轻视的原因。很多感冒
药、消炎止痛药、减肥药和中草药中都含有解热镇痛、退
热、利尿等药物成分，长期服用有肾脏毒性，对有些偏方、
保健品、成分不明的药品，服用时更要提高警惕，尤其是
过敏体质人群。

此外，免疫介导的原发或继发性肾病也在增多。常
见的原发性肾脏病有IgA肾病、原发性膜性肾病等。继
发性肾病有狼疮性肾炎、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肾损
害、过敏性紫癜性肾炎、肿瘤相关性肾病（如肺癌、胃癌、
乳腺癌等）。老年人（大于65岁）尤其是高龄老人（大于
80岁），各个器官功能呈现退化趋势，使他们肾脏病患病
率显著增高。

与食盐摄入过多有关系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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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如何预防鼻炎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南大街

社区的方爹爹想咨询，秋季该如何科学预防鼻炎？
南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工作人员介

绍，鼻炎大多症状都是过敏性的，因此应尽量避免过敏
原。有些诱发过敏性鼻炎的过敏原很常见，比如大家
熟知的吸入性物质：室内外尘埃、尘螨、真菌、动物皮
毛、羽毛、棉花絮等；食物性过敏原：如鱼虾、鸡蛋、牛
奶、面粉、花生、大豆等；还有一些接触性的过敏原：化
妆品、汽油、油漆、酒精等。

居民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最好不在户外待太久，
远离过敏原；其次由于季节变化、天气变凉没法适应而
出现过敏的，需保持室内空气的湿度，不要让鼻子太干
燥；同时，避免上火，否则易引起一些炎症的发生，长期
的上火引起的鼻塞、喉痛都会引起鼻炎。

“秋寒春捂”，居民秋季应注意保暖，不要频繁进出
冷热悬殊的环境。还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相应的运
动并坚持，比如慢跑、健美操、跳绳等，也可选择太极、
瑜伽、八段锦等保健运动。运动不宜太剧烈和疲劳，出
汗多时应及时擦干，避免直接吹风和冷空气。

保持家居空气清润也是预防过敏性鼻炎的有效方
法，如入秋之后，经常洗换被褥、床单、窗帘、地垫等易藏
尘的织物，防蚊窗纱也是易粘尘的地方，也要常洗刷。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批准，撤
销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咸宁陆水湖营销服务部，
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咸宁陆水湖
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0421281002
流水号：0159781
撤销时间：2019年9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

分局批准，撤销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咸宁牌洲湾营销服务部，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咸宁牌洲湾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0421221005
流水号：0159785
撤销时间：2019年9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批准，撤
销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咸宁官桥营销服务部，现
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咸宁官桥营
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0421221004
流水号：0159784
撤销时间：2019年9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

局批准，撤销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咸

宁大坪营销服务部，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咸宁大坪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0421222002
流水号：0159794
撤销时间：2019年9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批准，撤
销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咸宁马港营销服务部，现
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咸宁马港营
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0421222003
流水号：0159795
撤销时间：2019年9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

局批准，撤销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咸

宁石城营销服务部，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咸宁石城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0421223002
流水号：0159796
撤销时间：2019年9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

分局批准，撤销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咸宁黄沙铺营销服务部，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咸宁黄沙铺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0421224002
流水号：0159797
撤销时间：2019年9月27日

近年来，门诊
接诊的慢性肾脏

病患者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
视。一说到肾病，不少人会

联想到肾虚、肾亏，甚至尿毒
症。肾虚、肾亏的说法来自中
医，西医所说的肾病比这个还
要凶险，是指肾脏发生了器质
和功能的改变，同时可能伴有
腰酸、乏力、虚弱等中医所说
的肾虚表现。

慢性肾脏病发病率
增高与什么有关呢？哪些人
更容易中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