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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咳要咳一百天吗？
专家表示需重视疫苗接种对症治疗

据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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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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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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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
嗽、说话、打喷嚏时分泌物散布
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通过吸
入传染。家庭内传播较为多
见，一家常有多人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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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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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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能保证孩子获得终
生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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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百日咳发病后 6
周内都有传染性，
以病初 1~3 周
最强，因此需控制传染源，家庭
也应保持室内通风，
若有人患病
需戴口罩、
勤洗手。

·健康关注·
肝不好要防阿尔茨海默病
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肝功
能不好与阿尔茨海默病存在联
系，这一发现有助提前检测阿
尔茨海默病。
研究人员在两年多的时间
内分析了 1500 多名 ADNI 计划
参试者，利用 5 种血清肝功能检
测技术测定了他们肝脏中多种
酶类的水平，还通过外周生化

标志物判断参试者机体代谢是
否紊乱。结果发现，肝功能障
碍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
该研究用血液生物记号发
现肝脏酶类水平变化对认知功
能损害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影
响，开辟了新的研究模式，有助
发现新的检测途径，进而促进
该病的预防。（据《生命时报》
）

喝茶越浓越好？
喝茶越浓越好
？小心心律失常
“ 清 茶 一 杯 ，元 气 百 倍 ”。
喝茶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爱
好，而很多人偏爱浓茶，那么喝
茶是否越浓越好呢？
专家表示，茶水与咖啡类
似，都可以起到醒脑解乏的提
神作用。茶叶中含有咖啡因、
鞣酸、茶碱和维生素等。其中，

咖啡因可兴奋大脑和促进身体
的新陈代谢。茶碱、维生素均
有预防血管硬化作用。由此可
见，饮茶之于人体来说是有好
处的。不过这只是在适量饮清
茶时，长期喝浓茶可能对心脏
和血管有害，饮用过量还可能
引起心律失常。 （据人民网）

3D 游戏派奖活动有问有答

为回馈各族彩民对中国福利

唯一的排列方式进行投注。一次投

从百位、十位、个位的 0—9 这 10

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组选三复式、

的所有组选排列。投注的胆码可相

彩票 3D 游戏的支持和厚爱，新疆

注只有一次中奖机会， 单注奖金

个数字中各任选 1—10 个号码进

组选六复式、组选包 1 胆和组选包

同也可不同，投注金额 20 元。 开奖

2 胆这四种投注方法：

号码中包含有投注的这两个数字

维吾尔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040 元，中奖概率是 1000 注分之

行单选投注（三位所选号 码个数之

将为全疆各族彩民送上一份大

1。 如果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

和必须大于 3）。 例如：投注百位 1、

第一种： 组选三复式投注，是

即中奖。 例如：①选数字 1、1 投注

礼——
—派奖活动!这次的派奖活动

完全相同且顺序一致， 即中单选

2,十位 3，个位 5、6，若当期开奖号

指 从 0—9 共 十 个 数 字 中 任 选

组选包二胆， 若当期开奖号码是

总金额高达 2000 万元。 如何分得

奖。 例如：投注号码为 008，当期开

码为 236，则可中得 1040 元，派奖

2-10 个不同的号码进行的组选投

111（豹 子 号），则可中得奖金 1040

派奖奖金？了解活动规则和派奖玩

奖号码为 008 时，则中奖，派奖期

期间，中奖奖金为 1340 元。

注。开奖号码全部包含在所投组三

元 （派奖期间中得奖金 1340 元）；

法及投注方法很重要！ 接下来，福

间可中得奖金 1340 元。

彩的福哥现场为您解答：
彩民 A ：快说说派奖活动开始

时间，我都迫不及待了！
福哥：那你可得记好了哦。 这

次 3D 派奖活动，新疆维吾尔自治

彩民 C ：什么是组选玩法？

第二种：单选胆拖，是指从 0-9

复式数字中（顺 序 不 限），即中奖。

若当期开奖号码是 112，则可中得

中选择 1 个或 2 个数字作为胆码，

例如：选 5、8、9 三个数字投注组三

奖金 346 元 （派 奖 期 间 中 得 奖 金
446 元）。 ②选数字 1、2 投注组选

福哥：组选玩法即将 3 位数一

再选择若干个与胆码不重复的号

复式，即可组合成组选单式的号码

组号码的所有排列方式作为一注

码作为拖码，对这些数字组成的所

有 558、559、588、599、889、899 共 6

包二胆， 若当期开奖号码是 112，

投注号码进行投注。 分为：组选三

有含胆码的单选号码的组合进行

注号码，投注金额 12 元，若当期开

则中得奖金 346 元（派奖期间中得

玩法、组选六玩法。

全包。 例如：投注单选胆拖，胆码

奖号码是 599，则中奖 346 元（派

奖金 446 元）； 若当期开奖号码是

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决定使用

组选三号码是指由 2 个相同

1， 拖码 2、4， 若当期开奖号码为

奖期间可中得奖金 446 元）。

111，则不中奖；若当期开奖号码是

2000 万元调节基金，自 3D 游戏第

数字和 1 个不同的数字组成的 1

111，或 124、142、412、212、221、112

第二种： 组选六复式投注，是

2019252 期（开奖日为 2019 年 9 月

注号码，例如：131、008、445，就是

等，则可中得奖金 1040 元（派奖期

指从 0—9 共十个数字中任选 4-9

16 日）起，开展中国福利彩票 3D

组选三号码。对组选三号码进行投

间可中得奖金 1340 元）。 若当期开

个不同的号码进行的组选投注。开

彩民 A ：福哥，这么好的派奖

游戏新疆区派奖活动， 直至 2000

注，即为组选三玩法。 派奖期间可

奖号码是 224，则不中奖。

奖号码全部包含在所投组六复式

活动，那我就多选些号码，多多

万元调节基金全部用完为止，并提

中得奖金 446 元。

投注。

124，则中得奖金 173 元（派奖期 间
中得奖金 223 元）。

第三种：单选组合，是指在彩

数字中（顺序不限），即中奖。例如：

前向社会公告派奖活动截止日期。

组选六号码是指由 3 个不同

票上打印一组号码，即对该组号码

选 1、5、8、9 四个数字投注组六复

福 哥 ：游戏虽好玩，广大彩民

彩民 B: 国庆节我要去内地旅

的数字组成的 1 注号码，例如：123、

的所有排列形式进行投注。 例如：

式，即可组合成组选单式的号码有

朋友还是需要理性购彩、 理性参

567、741，就是组选六号码。 对组选

①投注单选组合号码 123，投注金

158、159、589、189 共 4 注号码，投

与， 切莫大额投注和盲目追号导

六号码进行投注， 即为组选六玩

额 12 元， 相当于投注了号码 123

注金额 8 元， 若当期开奖号码是

致自己“受伤”。 按照《彩票管理条

法。 派奖期间可中得奖金 223 元。

的 6 种 排 列 方 式 ， 分 别 为 123、

589，则中奖 173 元（派奖期间可 中

例》和《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规

得奖金 223 元）。

游，不是要错过好多期开奖喽！
福 哥 ： 放心吧，国庆节福彩休

市，3D 派奖活动当然是暂停。 如截
止到 3D 游戏第 2019266 期 （开奖

彩民 B ：开展派奖的玩法我们

132、213、321、312、231 共 6 注 号

日 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2000 万

了解了，能不能讲讲有什么投注方

码。 若当期开奖号码为 231，则可

元调节基金未全部用完，则派奖活

法可以玩？

则》相关规定，新疆区 3D 游戏风

第三种：组选包 1 胆，是指从

险控制采用动态实时限号控制方
式， 每期全部投注号码的可投注

中得单选奖 1040 元 （派奖期间可

0-9 这 10 个数字中任选一个数字

动暂停，国庆假期后，自 3D 游戏第

福哥：开展派奖的这三种玩法

中得奖金 1340 元）。 ②投注单选组

进行的组选投注，投注金额为 110

数量按照当期 3D 各玩法实时销

2019267 期 （开 奖 日 为 2019 年 10

共有 19 种投注方法， 其中单选玩

合号码 668，投注金额 6 元，相当

元，开奖号码中包含有投注的这个

售额和最大赔付进行风险控制、

月 8 日）恢复派奖活动，直至 2000

法有 12 种投注方法， 组选玩法有

于投注了号码 668 的 3 种排列方

数字即中奖。若当期开奖号码是三

限量销售，若投注号码受限，则不

万元调节基金全部用完为止。

7 种投注方法，投注时可以根据自

式，分别为 668、686、866 共 3 注号

个不相同的号码，则可中得组选六

能投注。 所以说，“限号”实质上是

己的喜好自由选择！

码。 若当期开奖号码为 866，则可

奖， 若当期开奖号码是对子号，则

对彩民实行的一种保护， 避免非

中得单选奖 1040 元 （派奖期间可

可中得组选三奖，若当期开奖号码

理性投注。

中得奖金 1340 元）。

是豹子号，则可中得单选奖。

彩 民 C: 此次 3D 游戏派奖针

对哪几种玩法？
福 哥 ：此次派奖只有三种玩法

彩 民 B ： 那单选玩法的 12 种

投注方法怎么玩？

参与。 派奖期间，凡购买 3D 游戏单

福哥： 单选玩法的 12 种投注

彩民 B ：那组选玩法的 7 种投

注方法怎么玩？

例如：选数字 6 投注组选包 1

彩 民 C ： 福哥福哥，你再说说

兑奖，怎么兑奖？

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

方法为：单选单式、单选复式、单选

胆，若当期开奖号码是 556，则中

福 哥 ： 对对对，差点忘了兑奖

奖者， 中单选奖单注派奖 300 元，

组六复式、单选小包、单选大包、单

福哥：组选玩法的 7 种投注方

得奖金 346 元（派奖期间中得奖 金

这么重要的事！派奖活动兑奖期限
为开奖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内，逾

即中 1 注单选奖， 奖金高达 1340

选包点、单选包串、单选组合、单选

法为：组选三单式、组选六单式、组

446 元）， 若当期开奖号码是 666，

元； 中组选三奖单注派奖 100 元，

跨度、单选包 1 胆、单选包 2 胆、单

选包点、组选三复式、组选六复式、

则中得奖金 1040 元 （派奖期间可

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彩民可持中奖

即中 1 注组选三奖，奖金为 446 元；

选胆拖。 单选奖单注中奖奖金

组选包 1 胆、组选包 2 胆。 中组选

中得奖金 1340 元），若当期开奖号

彩票在全疆任一投注站兑奖。如单

中组选六奖单注派奖 50 元，即中 1

1040 元，派奖期间中得单选奖，奖

三奖单注奖金 346 元，派奖期间中

码是 256， 则可中得奖金 173 元

张彩票常规奖及派奖中奖总金额

注组选六奖，奖金为 223 元。

金为 1340 元。

组选三奖，奖金为 446 元；中组选

彩民 C ：什么是单选玩法？
福 哥 ：单选玩法即在 000-999

一千个数字中，选择一组三位数以

单选玩法中福哥为大家挑选
几种投注方法来详细介绍一番：

第一种：单选复式，是指分别

六奖单注奖金 173 元，派奖期间中
组选六奖，奖金为 223 元。
组选玩法 7 种投注方法，福哥

（派奖期间中得奖金 223 元）。
第四种：组选包 2 胆，是指从
0-9 共 10 个数字中任选两个数字
作为“胆”码，投注包含这两个数字

在 19999 元以上，彩民须持中奖彩
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当地福
彩中心兑奖。
（福彩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