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阳养生
看专家给你划重点

每逢重阳节，很多子女回家看望老
人，都会带了满满的礼品和食物。殊不
知，这些孝心里面，可能暗藏着影响老
人健康的隐患。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病
科主任中医师骆天炯给各位老人送上
重阳节健康提醒，帮助老人们度过一个
健康的重阳节。

四类食物，这些老人要少吃
重阳节，很多家庭会选择聚餐，骆主任

介绍，其实一些食物并不适合老年人食用。
1、螃蟹。对于一些有冠心病、血脂高

的老龄人群就不合适，尤其避免食用螃蟹
的膏黄。

2、甜腻糕点。老龄人群因为牙口不
佳，喜欢一些鸡蛋糕、桃酥、蜜饯等食物，但
这些都是糖尿病患者的禁忌。有些地区有
吃重阳糕的传统，但重阳糕也属于高碳水化
合物，多吃容易引起泛酸，甚至烧心等情况
出现，尤其是胃病患者，更易诱使发病。

3、荤汤。重阳节聚餐，有些家庭选择
喝鸡汤、吃火锅，还会放一些豆制品、菌菇，
这些对于有痛风的老人，都是不适合的。

4、重口味食物。对于有基础疾病的
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慢性肾脏病、心
功能不全的老人，饮食要清淡，少放盐等调
味料，三餐做到“控盐”。

秋季饮食，应以平补为主
骆天炯介绍，调节饮食平衡是防病

护体的根本。秋季饮食老年人应以平补
为主，尽量多吃性平味甘的食物，如玉
米、猪肉、百合等就是最佳饮食。燥为
秋令，易伤津耗液，因此，老年人可适
当进行润补，即养阴、生津、润肺。可以
适当吃一些酸味的水果、蔬菜和食品，以
养肝气。

对于一些体型偏瘦的老人，建议多吃
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像鸡蛋、牛奶、鱼虾，
都是不错的选择。老年人体重适中很重
要，体重过低增加营养不良和死亡率的风
险，体重过高增加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
等疾病风险。

正常体重的老人应该吃足量的动物性
食物。鱼、虾、禽肉、猪牛羊肉等动物性食
物都含有消化吸收率高的优质蛋白以及多
种微量营养素，少吃烟熏和腌制肉类。多
喝低脂奶及其制品；有高脂血症和超重肥
胖倾向者应选择低脂奶、脱脂奶及其制品；
乳糖不耐受的老年人可以考虑饮用低乳糖
奶、舒化奶或酸奶。

骆主任提醒，子女要营造温馨愉快的
进餐环境和氛围，多陪家中老人愉快进
餐。重阳节正值深秋之际，日照减少，气温
渐降，花木凋零，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容易因
景触情，产生忧郁、垂暮之感。因此，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也是重中之重，做子女的要
多跟父母唠唠嗑，多交流交流。

通讯员 张明 莫禹凡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被安排新单位 能否按
原单位工作年限支付补偿金

曾先生：员工被原单位安排至
新单位工作，后与新单位发生纠纷，
能否要求新单位支付原单位工作年
限的经济补偿金？

答：可以。劳动者非因本人原
因从用人单位安排到新用人单位
的，要连续计算。原单位已经支付
经济补偿的，新单位不再计入。

员工在哪些情况下可
以索要赔偿金

李先生：在哪些情况下，员工可
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

答：1、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
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向劳
动者支付赔偿金；2、劳动行政部门
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劳动报酬、
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而逾期不支
付的，劳动行政部门可责令用人单
位加付赔偿金；3、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劳动报酬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而
逾期不支付的，劳动行政部门可责
令用人单位加付赔偿金；4、用人单
位选择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支付或者未足
额支付的，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
单位限期支付，而逾期不支付的，加
付赔偿金。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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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
迎来了一位新晋妈妈，她舍下刚刚42天
的宝宝，忍受思念的煎熬，只是为了一个本
可以避免的手术。

来自淮安的赵女士，2019年底怀孕，
怀孕4个月时，出现左侧智齿疼痛，其后间
断性发作，一直未愈，并伴有半侧下颌骨进
行性膨大。为避免影响胎儿的发育，患者
竟强忍6个月的疼痛，至分娩结束一直未
予治疗。现产子一个月，来南京市口腔医
院治疗不对称的面型，门诊诊断为“下颌骨
左侧边缘性骨髓炎”。住院后，全麻手术下
去除了左侧下颌骨的病变骨质，并拔除了
病源——左侧阻生智齿。

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三病区
主任鲁勇介绍，临床上，颌骨骨髓炎分为几
类，最常见的颌骨骨髓炎是化脓性的，多发
生在下颌骨。按照感染的原因和病变特
点，可以分为边缘性颌骨骨髓炎和中央性
颌骨骨髓炎。骨髓炎初期主要表现为颌面
部的肿痛，继而迁延不愈。颌骨骨髓炎主
要是化脓菌引起的，最常见的是牙源性的

感染，约占总数的90%。颌骨不同于身体
其他骨骼的是，其上有牙齿，牙齿有根尖炎
症、智齿发炎等，都会把细菌带到颌骨上，
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就可能发展为颌骨
骨髓炎。临床上，急性期的颌骨骨髓炎不
易诊断。所以，确诊的骨髓炎多是慢性
的。一般颌骨不间断的感染超过一个月，
医生会高度怀疑存在颌骨骨髓炎。医生通
过拍摄颌骨的CBCT，当观察到颌骨上有
死骨脱落、新骨形成或新骨、死骨混合存在
时，就会给出颌骨骨髓炎的诊断。当然，最
终还是需要进行死骨的病理检查给出确切
诊断。鲁主任介绍，颌骨骨髓炎治疗的关
键是：拔除病灶牙，其实属于早晚要拔牙，
何苦挨这一刀。

对于一个育龄期女性，鲁主任强烈建
议怀孕前做口腔检查，处理好口腔内不健
康的牙齿、牙龈和黏膜。孕期不推荐拔牙，
为避免骨髓炎的发生，也可以在孕期4-6
月时拔除阻生智齿。

通讯员 成琳 吴梦羽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健康提醒

新晋妈妈，口腔疾病不能忽视

孙先生：28 岁，嘴里经常起溃疡，每
次都会起好几个，而且特别疼，请问该怎
么办？

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病科副主任
医师 王翔：这种情况通常为复发性阿佛他

溃疡的表现，疼痛是明显症状，反复发作，
可以自愈，需要到口腔黏膜病专科进行规
范诊疗，一般以口服和局部用药为主。专
家门诊时间：周五、周六上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健康问答

颅内动脉瘤破裂
紧急手术捡回一命

40多岁的张某是全家的顶梁柱，突然
病倒了。他经常健身运动，并定期体检。
如此注意身心健康的他为什么会忽然倒
下，还差点送了命？

故事要从前段时间说起。结束一天工
作的张某，像往常一样到健身房进行搏击训
练。突然，爆炸式的头痛让他呕吐不止。随
后张某被家属送入医院抢救。急诊医生立
即为他做了头颅CT，发现典型的蛛网膜下
腔出血，考虑颅内动脉瘤破裂，情况非常紧
急。因为该类病症死亡率极高，很多同类型
患者来不及送往医院就已遭遇不测。于是
在亲友多方打听下，立即将其转至南京市第
一医院神经外科进行治疗。

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血管介入治疗
组副主任医师马骏与医师刘振、崔斯童立即
对张某进行全脑数字剪影血管造影（DSA）检
查，结果显示：张某的脑血管局部破裂出血，存
在右侧颈内动脉瘤！神经外科主任樊友武教
授指示积极与家属沟通，尽快安排急诊手术，
防止再次出血！脑内的动脉瘤就像一个不定
时炸弹，随时可能会出现再次破裂出血，马骏
向家属详细介绍了患者的情况以及治疗计划
和风险，立即为张某安排手术，经过惊心动魄
的2小时手术后，手术圆满成功！术后一周，
经DSA全脑血管造影复查，张某的动脉瘤完
全没有复发，也未出现任何手术并发症，手术
圆满成功！“这次历险就像获得了一次重生，很
开心能继续回归正常生活！”张某说。

马骏介绍，当前颅内动脉瘤在我国人群
发病率达到了7%，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高
危病症。张某所得的动脉瘤是极为罕见的
血泡样动脉瘤（BBA），主要指一类位于颈内
动脉床突上段非分叉部的动脉瘤，因在术野
下呈“血泡”样外观而得名。血泡样动脉瘤
较为稀少，占颅内动脉瘤的0.3%～1.7%，
占破裂动脉瘤的6.6%。因BBA瘤壁菲薄，
极易破裂出血，故一旦发现就应及时治疗。
目前除闭塞颈内动脉外，无论选择何种治疗
方式，术中及术后再出血风险均很高。因此
这类颅内动脉瘤极为凶险，再出血风险高、
复发率高、致死率高。所以专家应用三枚支
架覆盖破损的血管，从而修复不光泽的血
管，并且增加了血管的金属覆盖率，减少血
泡样动脉瘤的复发！ 通讯员 章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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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置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减
资公告 根据2020年10月25日
股东会决议，南京置元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35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现予以
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 南京置元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5日
减资公告 根据 2020 年 10 月 26
日股东（大）会决议，南京正祎
元商贸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100万元减至50万元，现予以
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南京正祎元商贸有
限公司2020年10月26日

注销公告南京星安讯商贸有限
公司股东会于 2020年9月14日
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徐礼友 联系电话：025-
68750852 地址：南京市江北新
区科创大道 9 号 B2 幢 邮编：
210000南京星安讯商贸有限公
司清算组2020年10月26日
减资公告：经本公司股东会（出
资人）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500 万元减至180 万元，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南
京俊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江苏众成仁山装饰监
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20年10
月 23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
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陈元媛 联系电
话：18248782464 地址：南京市
北龙蟠路新庄村 9 号林业大学
内 邮编：210000江苏众成仁山
装饰监理有限公司2020年10月
23日
遗失南京拓新电子技术研究所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永德建设苏 AX6637 车牌
照，声明作废。
遗失 江苏乔莱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许诺遗失金陵科技学院学生
证，证号：18031010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苏众成室内装饰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20
年10月23日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
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陈元媛 联系
电话：18248782464 地址：南京
市龙蟠路新庄村 9 号林业大学
内邮编：210000 江苏众成室内
装饰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0月23日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晓华建材经
营部财务章，法人章侯祥华，寻
回不再使用，声明作废。
遗失宋伟昌军官证 ，编号：军
字第9697958号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江宁区万之乐日用
品店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南京汇创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副本一
份，编号 320104202005150008、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燕华建材经
营部财务章，法人章蔡秀燕，寻
回不再使用，声明作废。
遗 失: 王 涛 身 份 证 号:
320103197302212019，保 安 证
号：32012016002188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下关区新佤族村庄
酒店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2010319610612179901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泛远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010055837701，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雨花台区一口一
口烘焙工作室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号 ：
JY13201140120554，声明作废。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秦川商
务咨询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10115MA1LB4367H，正本编
号 150030201910180119，副本编
号150030201910180120声明作废
遗 失 人 张 桐 军 人 保 障 卡
813201190322337496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金蓉旅游客运服务有
限公司苏 AB9663 车辆道路运
输证号宁01205761声明作废
李佳潞遗失南京艺术学院学生
证，证号：B180210010声明作废
遗失 ：道 路 运 输 证 副 本 苏
AG2890.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
14335811声明作废
南 京 冠 业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91320104690416360A 税控盘遗
失需要补办

杜媛媛遗失南京医科大学学生
证，学号19600532，声明作废
常露允遗失江苏省南京医科大
学学生证，学号19600530，声明
作废。
遗失南京壹家有房房产经纪有
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寻回不
再使用。
遗失南京万熙热力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辉燕舒适家居集成有
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 失 张 巴 孜 （ 身 份 证
320122192908214429）滨江馨园
9 幢 3007 室南京市房屋买卖契
约 正 副 本 ，宁 房 买 卖 契 字
2017312111号声明作废
曹薇遗失南京医科大学学生
证，学号：1960058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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