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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肥大

早期有哪些信号

前列腺肥大是中老年男性的常

见疾病， 由于前列腺增生， 压迫尿

道，可造成排尿困难，最终导致尿道

被阻塞，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由

于前列腺肥大的症状是逐渐发展

的，常有好几年过程，所以起初症状

并不明显。那么早期有哪些信号呢？

1.尿频。 尿频是前列腺肥大早

期的一个主要症状， 尤其是夜尿增

多， 这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后尿

道梗塞，妨碍了正常的排尿，使每次

排尿都不能将膀胱里的尿液完全排

干净， 总有一小部分尿液残留在膀

胱里，这样就缩小了膀胱的容量。

2.排尿费力。 前列腺肥大早期

的另一症状是排尿费力， 特别是刚

排尿时要花好大工夫才能排出，而

且排出的尿流很细， 尿流向外喷射

的距离也很短， 这些都说明前列腺

的增生对尿道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压迫。

3.血尿。 前列腺肥大早期发生

的血尿现象， 是由于增生的前列腺

是充血状态的，当使劲排尿时，会造

成表面血管破裂而出血。

4.性欲亢进。 前列腺肥大早期，

患者可表现为与年龄不相符合的性

欲增强，或者一贯性欲平常，突然变

得强烈起来。这是由于前列腺增生，

导致前列腺功能紊乱， 反馈性地引

起睾丸功能一时性加强的缘故。

所以， 男性一旦出现了前面所

说的这些情况后，切不可听之任之，

应该赶快去医院诊治。同时，要避免

饮酒及进食刺激性食物， 防止受凉

感冒，减少房事，以免病情加重。 否

则， 病情继续发展会酿成尿液完全

不能排出的急性尿潴留， 那是十分

痛苦的事。

http://www.hbai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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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数字钼靶乳腺检测仪

为乳房提供

健康导航

患者问： 我的乳房里有时能摸

到一个黄豆大小的疙瘩，很担心，请

问是不是乳腺肿瘤？

爱民医院专家答： 如果能摸到

疙瘩， 建议您到医院采用专门用于

检查乳房的钼靶乳腺检测仪进行检

查以得到明确的诊断。 CR 数字钼

靶乳腺检查仪对乳腺肿块、钙化、结

节、癌变检查影像清晰，定位准确，

是检查乳腺的首选设备。

女性患乳腺疾病的越来越多，

已经成为女性“健康杀手”之一，在

许多乳腺肿瘤的患者中的确有些没

有明显的症状， 有的患者初发现长

疙瘩，没有引起重视，在感觉到乳房

疼痛的情况下才去就诊， 可为时已

晚， 乳腺肿块已到了乳腺癌中、晚

期，因此，不得不接受乳房切除的乳

腺癌根治手术。

除乳腺癌外， 其他乳腺常见疾

病有乳腺囊性增生病、 乳腺纤维腺

瘤、乳腺炎等。女性朋友不要因忽视

乳房疾病而导致严重后果， 追悔莫

及，平时不太关注乳房健康的女性，

专家提醒您： 日常活动中可多加留

意，在洗澡、穿衣的时候，要对自己

乳房的大小和形状的变化如静脉过

分突起、肿块及红肿疼痛、乳头有分

泌物或是皮肤起皱等情况保持警

惕。

爱民医院拥有先进的 CR 数字

钼靶乳腺检测仪， 对乳腺肿瘤、钙

化、 结节、 癌变都具有较高的敏感

性，是检查乳腺的首选设备，还开设

有乳腺病专科门诊，实行专病专治。

http://www.hbai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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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台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决定

网上发信息须提供真实身份

“常回家看看”入法 单位应给探亲假

为网络信息安全装上“法律之盾”

全国人大常委会 12 月 28 日表决通过

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旨在为

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装上“法律的

盾牌”。

决定第一条就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别

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

息。 ”针对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决定规定公民

发现泄露个人身份、散布个人隐私等侵害其合

法权益的网络信息，或者受到商业性电子信息

侵扰的，有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有关信

息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

其次，决定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电

子信息接收者同意或者请求， 或者电子信息

接收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或者个人电子邮箱发送商业性电子

信息。

第三，决定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

办理网站接入服务， 或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

等服务， 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

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另外，根据决定，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各

自职权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 采取技术措施

和其他必要措施，防范、制止和查处网络信息

违法犯罪行为。 决定同时明确有关主管部门

依法履行职责时，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予以

配合并提供技术支持。

决定指出，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

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

止发布、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

关主管部门报告。

常回家看老人写入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 12 月 28 日表决通过新

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法律明确，每年农

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法律明确，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

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与老年人

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

候老年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全国人大内司委内务室主任于建伟表

示， 明年我国老年人口就会突破两亿， 据测

算，2025 年将突破 3 亿。

劳务派遣仅限三种岗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 28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

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决定。 实施近五年的劳动

合同法做出的首次修改， 直指严格规范劳务

派遣用工，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统计测算显示，2011 年全国被派遣劳动

者人数约有 3700 万人。

修改后的劳动合同法首先对劳务派遣用

工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限制， 由现行法律规定

的“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

作岗位上实施修改为“只能”在这“三性”岗位

上实施，同时增加条款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

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 不得超过其用工

总量的一定比例。

这一用工比例如何确定， 修改后的劳动

合同法提出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规定。 对

此，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司长聂生奎表示，不同

领域、不同类型的企业，用工情况千差万别，

将在广泛调查研究、征求听取意见的基础上，

出台有关实施细则。（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楼顶咋塌了

或因施工不当

幸无人员伤亡

2012 年 12 月 30 日 3 时许，上

海延安东路四川中路附近， 一栋 8

层商务楼的 7、8 两层轰然倒塌，成

堆的墙体和砖块从天而降，马路上

一片废墟，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

亡。 据了解，坍塌楼面近日正在进

行内部装修，事故原因可能和施工

不当有关。 （据新华网）

北京上海广东公布异地高考方案

北京

后年可参加高职考试

北京市 12 月 30 日公布随迁子女升学考

试工作方案。 北京市教委称，将在进一步完善

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抓紧

研究出台与之相挂钩的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办

法，此前将实行“过渡措施”。

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 北京市随迁

子女升学考试办法将与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管

理制度相挂钩，并争取在 2013 年出台。 在办

法出台之前和新办法公布后三年内， 北京市

将实行四项过渡措施：

从 2013 年起， 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

稳定职业及社保均满 3 年， 子女有学籍且已

连读初中 3 年， 可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录

取。 毕业后，可按照有关规定参加高等职业学

校的考试录取；

从 2014 年起， 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

稳定职业及社保均满 6 年， 子女有学籍且连

读高中 3 年， 可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

取，毕业后可参加升本考试录取；

从 2014 年起，进城务工人员持居住证明，

有稳定职业及住所，随迁子女有本市学籍且连

读高中 3 年，可以在京借考，回原籍录取；

符合相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按照有关规

定，选择在京参加开放大学、网络高等教育、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北京市成人高考等考试录取。

上海

与居住证挂钩 要求达到一定积分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后在沪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30 日公

布 ， 上海将于 2014 年实施与 《上海市居住

证管理办法》 相衔接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沪升学考试的具体

方案 ， 届时符合相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

在沪参加相应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 。

方案明确，与《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

相衔接， 进城务工人员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

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并达到一定积

分的， 其子女可在上海市参加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考试，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

教育或中等职业教育； 其子女在上海市参加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

学习经历后， 可在上海市参加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考试。

进城务工人员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

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的，其子女可在上

海参加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的自主招生考

试，接受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包括“中高职

贯通培养模式 ”的专业教育；其子女在上海

市参加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并完

成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学习经历后，可

参加上海市普通高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

试；其子女参加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校自

主招生并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完整学习经历

后，可在上海市参加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

生考试。

对不符合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条件

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待教育部出台有

关文件规定、经学生户籍所在省、区、市同意

后， 可在上海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借

考，由户籍所在省、区、市负责录取。

广东

分时间分步骤分层次解决

广东 30 日公布异地高考政策，根据城市

承载能力，于 2013 年、2014 年、2016 年为三个

时间节点， 分步骤分层次解决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在广东高考的问题， 并同步要求各

地市于 2013 年 3 月前出台异地中考政策，并

于当年开始实施。

方案分三步实施：2013 年起，在广东积分

入户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子女“零门

槛”参加高考；

2014 年起，具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连续

3 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并按国家规定在

广东参加社会保险累计 3 年以上的进城务工

人员， 其随迁子女在广东中职学校具 3 年完

整学籍的，可参加中职报考高职的考试，并广

东籍考生同等录取；

2016 年起，具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连续

3 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并按国家规定在

广东参加社会保险累计 3 年以上的进城务工

人员， 其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且具 3 年

完整高中学籍的，可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广东

籍考生同等录取。

对于不符合在广东报考条件的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自 2014 年起，经户籍所在地省

级招生办同意，可在广东借考，但须回到户籍

所在省（市）参加录取。

方案同时要求广东各地级以上市对在当

地有 3 年完整初中学籍的随迁子女， 根据当

地城市资源承载能力， 于 2013 年 3 月前制订

随迁子女异地中考的实施办法，并于 2013 年

开始实施。 （综合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