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病

人

症

状

第一天、第二天

感冒发烧、咳嗽、喉咙痛

第三天

乏力、气紧，呼吸困难

第四天开始

少尿，低血压，休克

白马寺市场

老姜

8

元

花生米

6

元

饺子皮

2.7

元

活面

2.7

元

柿子

3

元

四季豆

3

元

玉米

3

元

大青椒

2.5

元

韭黄

8

元

番茄

3.5

元

莲藕

3

元

胡萝卜

2

元

豌豆尖

3.5

元

芹菜

4

元

黄豆芽

1.5

元

土豆

2

元

香菇

6.5

元

平菇

5

元

猪排骨

17

元

猪夹子肉

13

元

猪里脊

17

元

鲫鱼

8.5

元

生板栗

5

元

22

社会·生活

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

责编 徐剑 编辑 吴林静

美编 张庆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招聘
●药房高薪招聘13980711758
●聘西医内科医师15982377974
●海德堡机长助手18615728522

求职
●私传数学技能13982062528

化妆·摄影培训
●雅高化妆★摄影培训87579522

驾校招生
●蜀新驾校●金秋特优85582181

家教
●中小学特优师一对一85019628

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维修移机86111518

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中央空调4S店★86669444

网站网页制作
●网站制作满意才付款66006605

商务·休闲·礼仪
●成都高端商务15608023555

全自动麻将桌
●免安装机麻控牌13084444113
●任意机麻拿好牌13551350444

●机麻高科技合作1355181835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最新飞针寻合作13458694444
●普通机麻拿好牌13882077444
●麻将高科技合作18200201868
●控制机麻拿好牌13281144444

房屋租售
●售簇桥旺铺全产13882096115
●花牌坊写字楼招租69158767城
北商业体招餐饮娱乐69157222

园林出售土地转让
●果园转让或承包18011017766求租求购
●购二手好铺面18980869056写字间租赁
●出租办公室700平13880608295
●东较场115号邻街铺二楼215平
出租可办公娱乐13018281388
●梁家巷写字间优租86927793
●金竹大厦290平租13658096343

●羊西写字楼招租18980882511

●中小企业园地铁口82688866
●优租科华写字间18628240806营业房
●出售棕南社区营业房约1800平
米.电话：18980653323
●丽都路商业房招18086852427
●东郊记忆原名东区音乐公园内
现有少量旺铺及办公场地出租，有
意电询86627662
●现有一座加油站转让，地处眉山
洪雅13547662277价格面议酒楼·茶楼转让
●龙泉驿中餐厅带茶楼转让1700
平米停车方便免费13982125886
●转金沙800平茶楼18615766857
●西门3层圆形玻璃景观旺茶楼，
转让15928810108
●南500平茶转或租18200225014
●青羊大道茶楼900平酒楼1500

平优转可整分转18081130612
●三圣乡乡砂村农家乐（营业中）
出租13808098651
●市中心千余平火锅酒楼转让,有
意者电13699061608非诚勿扰
●盐市口93间房酒店转让，电话：
13980911971、13880366103
●四千万亏售大型乡村酒店，另
低售电梯纯商物业13880341588
●★★★青白江大型农家乐优转
15908172622★★★★★★★
●酒楼转让武侯大道外双楠1000
平米中餐茶楼13350060695韩
●浴足保健会所转13541077288
●沙河边茶坊转让13668222961
●转2千平南门酒楼15308047940
●新津好地段酒店转让3200平米，
联系电话13320239272张先生
●龙舟千平茶楼转13348983129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面66995072
●专业为你装修铺面66098136
●西门新兴商业区400平精装火
锅新店转82000168

●一品天下旺铺转13699025875
●新会展餐饮旺铺优转85154341
●转紫荆火锅店18980957922沈
●市中心旺餐转让13550373266
●一环内旺火锅转13808032428
●低价急转新都二楼480平火锅
气低房租可空转18011450669
●软件园美食城转15388109345
●花照壁旺餐优转13981809009
●闹市区小吃店转13438121830
●急转鱼庄茶营业盈利81835669
●315平盈利火锅转13551857773
●转工业区餐饮铺18299225338
●金堂火锅转13258317770
●北门知名火锅转13438158022
●120平老火锅优转13618333955
●西三环旺餐转让15108296393
●八里小区面馆转13689001398
●大石路70平餐转13408571512
●东门旺铺优转15108294527
●餐饮带茶园优转15123906030
●转西安路餐旺铺13808170300

美容美发转让
●龙湖时代天街旁富士康理发店
转让，电话：18628059992江店铺
●转商场旺铺，13981899608
●底楼旺铺转330平18010681237
●转西门服装街饰品精品店16平
(拒餐饮)13881835008
●急转城区电玩证18081815221

●金牛区电玩城转让证照设备齐
全，可空转13408092098
●高笋塘奶茶店转18328422011
●交大路3开间铺租13036671751

●一品天下大街2楼1200平米营业
中商铺优价租售13880529906
●天府新区旺铺展场450平租,彭
镇400平家带店租售13980409865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石板滩5000平租13880383988

●华阳厂库出租13608219498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出租69287209、15882103738
●三环4000㎡汽修13096373365
●九江7000平厂租13608096637
●航空港7000平标准恒温全钢仓
库出租，可分租13060070608王

●工业园厂房租售4006801099

●工业园厂房出租13980532259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华阳2500平厂房出租，华阳
农家乐出租或联营13194963836
●新繁家具园西6公里处标准钢
构厂3300平250专变15828263753
●成简贾家镇厂房13981753669

●沙西线厂房出租13568925619
●视高17000平厂租13708195012
●沙西线厂房出租13689063693
●石板滩3000平厂18048050598
●金堂淮口工业园全新厂房招租，
3596㎡，配套齐13880630306
●出售酒厂十亩证13980042333
●新都石板滩农机产业园2万平厂
房出租带动力电13882218868
●郫县6600平厂租18980885393

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八益家俱城中高端酒店6800平
米联营或转让18280184601朱
●南门欧式风情步行街商铺火热
招商18086852427
●簇桥二楼1500租15828565116
●五星酒店KTV优价招租，联
系电话：13880918887
●温江大学内食堂商铺招商，25元
/平/月13880637375彭

●转都江堰商业地13348950679
●大型担保寻合作13982283269
●建筑工程寻总包，垫资和抵房
或其他形式分包13550033073
●转泸州铜探矿权18081936081
●机械双重密码锁八种产品有专
利，求资合作,何18615768881

●精装露天花园寻合作82000168
●投标保证金咨询13982078055

●农企寻资金合作13708091684

13日成都最高温28.2℃，14日降到了

22.3℃，昨天更是跌到17.2℃！连续3天，成

都气温陡降11度， 彻底和短袖说拜拜！

“多事之秋”也是关节炎、风湿病、呼吸道

疾病等高发期。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内多家医院

了解到，近日成都气温变化较大，到医院

就诊的感冒病人增加了20~30%。

市二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和莅提醒，市

民早上出门时， 最好多带一件衣服在身

上，同时，李和莅还建议市民到医院注射

流感疫苗。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锁千城

今日尾号限行

3� 8

今日菜价

单位：斤

以上仅供参考， 具体以卖场或菜市场

售价为准。 成都商报记者 张仑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牙尖川菜》 面向全社会征集剧本， 联系电话

86517875，联系邮箱：erdianying@126.com。

《牙尖川菜》

之土豆烧排骨

电影新播客

气温骤降，感冒病人近日增加20～30%� �有时候，看似普通的感冒却没那么简单

感冒7天后 中年妇女心肌炎死亡

今日 阴转小雨

14℃～17℃

偏北风

1～2

级

明日 阴间多云

14℃～18℃

偏北风

1～2

级

成都

兑彩票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3281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码：

997

， 全国中奖注数

4279

注，单

注奖金

1000

元； 排列

5

中奖号码：

99759

，全

国中奖注数

29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

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

13121

期开奖号码：

6514635

，一等奖

0

注，单注奖

金

0

元；二等奖

12

注，单注奖金

35080

元；三

等奖

155

注，单注奖金

180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川

联 销 “ 天 天 乐 ” （

22

选

5

） 第

2013281

期 开 奖 结 果 ：

10

、

16

、

01

、

20

、

07

。一等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

”

第

2013281

期开奖结果：

005

，单选

14197

注，

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21246

注 ，单注奖

金

320

元，组选

6

，

0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

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第

2013121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07

、

06

、

05

、

25

、

27

、

04

，蓝色球号码：

07

。一等奖

5

注，

单注奖金

5000000

元。二等奖

155

注，单注奖

金

135981

元。 滚入下期奖池资金

60671480

元。（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3天气温陡降11℃ 感冒病人增加20~30%

感冒凶猛

这是个特殊的感冒

感冒诱发暴发性心肌炎

抢救11小时 病人还是走了

10月13日晚上11时许， 华西医院收

治了一名转院来的病人。“气紧，呼吸困

难，已经出现了低血压！”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心脏内科专家杨庆称， 这位40多岁

的女病人叫李雪， 当时的病情已经十分

危急，心肌细胞有损害表现。

杨庆介绍，10月8日， 李雪发现自己

患上了感冒，因吃药不见好转，她3天后

选择住院治疗。然而，李雪的症状并没有

得到缓解，反而在13日时进一步加重，胸

闷、呼吸困难尤为明显。

“这是暴发性心肌炎！”杨庆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经过连续11个小时的抢救，

李雪还是在次日上午10时许离开了人

世。走出抢救室，杨庆就听到了李雪十几

岁的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心里也非

常地难过。

这场感冒潜藏危机

病毒入侵心肌细胞

免疫系统

“

杀凶

”

时会

“

误杀

”

暴发性心肌炎为何“威力”这么大？

“有20多种病毒可以引发暴发性心肌

炎，前期症状就是病毒性感冒！”杨庆解

释， 病毒进入人体之后， 会入侵心肌细

胞。此时，人的免疫系统就会对病毒展开

围攻， 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正常

的心肌细胞，使人的心脏收缩能力下降，

造成心脏衰竭，身体所有器官供血不足。

引发心肌炎的病毒中， 以柯萨奇病

毒为主。近年来，腺病毒、甲流H1N1、

EV-71病毒感染报道逐渐增加。 病毒感

染心肌后， 对心肌细胞产生直接损伤和

（或） 通过自身免疫反应引起心肌细胞

坏死、变性。

“人体会有胸闷、呼吸困难症状，还

会出现低血压和休克， 若抢救不及时就

会死亡！”杨庆称。

然而， 暴发性心肌炎并不易被发现。

“一般要在感冒3~5天之后才会出现（暴

发性心肌炎）！”杨庆解释，这期间，免疫

系统正在摧毁病毒和心肌细胞。与普通感

冒相比，在暴发性心肌炎出现之前，人体

会有胸闷、呼吸困难两大特点。而一旦暴

发性心肌炎作用于人体， 加之抢救不及

时，一般来说24小时内人就会一命呜呼。

治疗需和时间赛跑

抢救不及时

死亡率高达70%-80%

� � � �“暴发性心肌炎并不是太常见，但死亡

率非常高！”杨庆说，华西医院一年要收治三

四十个这样的病人， 其中五六个人会因抢救

无效去世。记者了解到，若不及时治疗，这种

病的死亡率高达70~80%。“及时送医争取抢

救时间是最重要的！”杨庆称，通过心肌酶学

检查等诊断是可以确诊的。

杨庆说，在国内，抢救暴发性心肌炎的病

人， 使用激素等药物是目前比较常规的治疗

手段。国外有一种“左心辅助装置”，对抢救暴

发性心肌炎的病人有较好的效果， 但价格很

贵，差不多要20万元人民币，且是一次性的。现

阶段，国内鲜有医院使用“左心辅助装置”。另

外， 国内还没有研发出抢救暴发性心肌炎的

产品。“心脏就像是一个水泵， 通过血液循环

向各个器官供血！” 杨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心肌细胞受损后，“水泵”就会衰竭，无法向全

身的各器官供血，最终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

寻人才完成供血机械泵

彻夜不眠， 抢救突发暴发性心肌炎的患

者，一场病毒性感冒还是带走了李雪（化名）

的生命。这，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他分析认为，若是有一个机械泵，维持心

脏向器官供血的功能， 就有很大的机会帮助

患者度过危险期。“从人的身上插一根小管

子，把机械泵送入左心房，抽取血液之后经过

股动脉进入主动脉，形成血液循环，帮助心脏

供血！”在杨庆看来，相比“左心辅助装置”，

机械泵的包材费仅需3~5万元，且通过一个微

创手术就能搞定。

“机械泵设计图早都画好了，一直没有

造出产品。有谁能帮忙啊？”昨日，杨庆委托

成都商报向全社会发出“英雄帖”， 寻找机

械、电子控制和材料方面的专家，共同研发抢

救暴发性心肌炎患者所需的机械泵。 您可以

拨打成都商报热线电话86613333-1，我们将

第一时间将您的信息转告杨庆老师， 或在新

浪微博上直接联系 @华西医院心内科杨庆。

华西专家发英雄帖

一场普通感冒，如何变成致命的心肌炎？

制图 帅灵茜

第七天

抢救

11

小时，死亡

� 免疫系统在消灭病毒

的同时也杀死了心肌细胞

腺病毒

甲流H1N1

EV-71

近年来，以上病毒感染报道逐渐增加

前期症状就是病毒性感

冒。与普通感冒相比，人体会

有胸闷、呼吸困难两大特点。

一般要在感冒

3~5

天之后

才会出现暴发性心肌炎，这期间

免疫系统在摧毁病毒和细胞。

一旦暴发性心肌炎作用

于人体，加之抢救不及，一般

24

小时内人就会一命呜呼。

前期症状

3~5天

24小时

核心

提示

容易忽视的

一种病变

关键词·暴发性心肌炎

前病毒进入人体之后， 会入

侵心肌细胞。此时，人的免疫系统

就会对病毒展开围攻， 在消灭病

毒的同时也杀死了正常的心肌细

胞，使人的心脏收缩能力下降，造

成心脏衰竭， 身体所有器官供血

不足。

关键词·高发群体

那么， 哪些人群更易患上暴

发性心肌炎呢？

“身体好的青壮年！” 杨庆

说，青壮年的抵抗力强，免疫系统

对入侵病毒的“剿杀”更

有力，但同时被“误杀”

的正常心肌细胞也更多。

所以，相比老人、儿童，青

壮年更易患上暴发性心

肌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