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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水杯要带盖

电脑开机时会形成静电场，
吸附大量悬浮灰尘 ； 机箱散热
时， 灰尘也会随着热气往外冒，
所以， 一般电脑周围都特别脏。
静电吸附的灰尘中， 可能含有多
种病毒、 细菌， 一旦这些有害物
质进入水杯， 被人喝下， 久了必
然会影响健康。 因此， 杯子一定
要带盖， 或者远离电脑等电器。

苹果的香味不但可消除猪肉
的异味， 而且还能起到降低胆固
醇的作用。 此外，苹果富含钾盐，
进入人体血液后， 能将钠盐置换
出来， 并排到体外， 从而降低血
压，对动脉硬化、脑血管病有保护
作用， 可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食
用肉类时提供 “保护伞”。

缺水可导致皮肤缺乏弹性。
除了血流量和血压下降之外， 脱
水也会导致头晕目眩， 其中一大
关键信号就是快速站起时， 突然
头昏眼花。 长期缺水容易导致血
流量和血压下降， 血液含氧量也
随之下降。 缺少足量氧气， 肌肉
和神经功能就会削弱， 因而更容
产生疲劳感。

身体缺水三信号

炖肉时放块苹果

此时腰椎缺乏足够支撑， 原
有弧度被迫发生改变， 骨盆向后
倾斜， 椎间盘所受应力增大。 懒
散坐姿时腰椎间盘所承受的负荷
是正常坐姿的两倍， 平躺姿势的
6倍。 久而久之可能导致脊柱侧
弯， 甚至诱发腰椎间盘突出。

半躺位玩电脑小心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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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志愿愿怎怎么么报报 学学霸霸来来支支招招

公

告

刘国太同志 （身份证号 ：152224
********1037），因您在岗期间的不良
表现以及严重违反用工单位 《考勤管
理办法》的旷工事实，现通知您，我公
司与您的第 A20402436 号 《劳动合同
书》执行至 2017 年 5 月 25 日即解除。

北京五湖四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公

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和《北京市民办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管理办法（试行）》，经
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批准， 自 2017 年 4 月 27 日
起， 北京市化工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终止办学，特此公告。

选择大学：
如果你决定了学某个专业，

可以去偏重于这个专业方向、 办
得比较好的院校， 比如想学财政
金融的， 可以报中央财经大学；
要不然就去一所综合型大学， 这
样还有机会学其他专业。

北京人比较偏重报考在京高
校， 其实不是非要留京的话， 可
以考虑外地院校， 因为北京人考
外地学校分数上是有一些优势
的。 但是如果你独立性没有那么
强， 一个人异乡求学会很痛苦。
要想清楚， 去外地可能要一个学
期才能回家， 万一中间出了什么

问题， 都要自己解决。 要把困难
事先想清楚， 看自己能不能独立
生活， 再决定是否报外地高校。

选择专业：
如果没学过竞赛的话， 尽量

不要去理学部， 太难了。 挑自己
喜欢的专业， 好多人想考经济、
金融这些热门专业， 但不是真心
喜欢，而是为了就业或赚钱，考上
后就会觉得很无聊、 不舒服， 因
为没兴趣， 甚至会学不下去。

如果有时间跑一跑， 可以去
大学里走走， 看看这个专业是干
什么的； 再找学长问问， 多搜寻
一些关于专业的情报。

肉类消费进入淡季 猪肉价格持续下行
粮油批发价格以稳为主。 据

国家海关数据显示， 5月份我国
进口大豆959万吨， 创下单月进
口量历史纪录 ， 此前的纪录是
2015年7月份创下的950万吨。 与
去年同期相比， 进口增加193万
吨， 增幅25.2%； 较4月份802万
吨增加157万吨 ， 增幅19.6%。 5
月份大豆平均进口成本为每吨
415.7美元 ， 较 4月份减少 9.6美
元。 受供应充足影响， 粮油类批
发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持续低位
波动， 预计本周粮油类批发价格
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波动下行。 上 周 ，
本 市 生 猪 收 购 价 格 小 幅 上
涨 ， 屠宰量小幅增加 。 顺鑫鹏

程生猪收购价为每500克6.8元 ，
周环比上涨2.36%。 入夏后 ， 天
气炎热 ， 猪肉消费进入传统淡
季。 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 本市
7家批发市场白条猪周平均交易
量为 60.59万公斤 ， 周环比减少
3.3%。 周平均批发价格每500克
8.19元 ， 周环比下降1.44%， 同
比下降37%。 受供应充足影响 ，
加之消费淡季到来 ， 猪 肉 价 格
上 涨 空 间 较 小 ， 预 计 本 周 猪
肉批发价格持续回落。

鸡蛋价格小幅上涨。 从产区
了解， 受市场上鸡蛋库存压力减
小影响 ， 鸡蛋出场价格随之上
涨。 但由于后期全市高校将陆续
放假， 学校食堂及餐饮企业鸡蛋

采购量减少， 终端需求将持续下
行， 鸡蛋整体价格上涨空间较为
有限， 预计本周鸡蛋批发价格持
续小幅上涨， 但涨幅较前期有所
减少。

蔬菜价格微幅波动。 从蔬菜
运行规律看， 随着天气炎热， 后
期蔬菜产地将由河北、 山东周边
逐渐向张家口、 承德等 “冷凉”
地区转换， 在蔬菜产地的转换过
程中， 价格将会出现波动， 预计
本周蔬菜批发价格仍将呈季节性
下降趋势， 但降幅将有所放缓。

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

格监测中心

2017年高考已经结束， 考生们马上要面临志愿
填报的新情况。 选择专业和高校时， 是听从内心还
是根据社会热门来填报？ 有什么注意事项？ 本报记
者采访了几位高考 “过来人”， 请这些学霸给您支
支招。

选择大学：
要选好大学， 哪怕专业差一

点都没关系， 因为好大学资源更
多 ， 平台更高 。 如果将来想出
国， 就要关注这所高校在国外的
认可度。 如果已选定专业， 就要
看这个专业办得最好的院校。 此
外， 行业内校友的力量也是一大
考虑因素。

选择专业：
文史哲专业听起来非常 “诗

意和远方”， 但想成才会很困难，
比如历史学者可能到40岁才是学
术的开始， 如果报考这类专业要
有长期 “坐冷板凳 ” 的心理准
备。 如果你不想走学术道路， 或
者有一定的找工作压力， 不如选
有利于就业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大三的李同学：

选选王王牌牌专专业业和和学学术术环环境境

选择大学：
能考上公认的顶尖大学最

好； 有一些高校的名气不够大，
实际品质很好， 比如南京大学，
是和复旦一类的。

作为文科生， 选高校比较受
局限， 不妨多看看心仪专业所在
高校的牌子， 比如法学、 金融、
财政 、 新闻专业 ， 人大办得很
好； 文史哲专业、 外语系， 北大
当仁不让； 想学汽车相关专业，
可以选吉林大学。

一所985高校， 比某些专业
办得好的211高校强。 因为在大
学里专业知识只是一方面， 更重
要的是看学术环境、 教师专业能
力、 学校精神面貌等因素， 整体
水平高的学校对学生的成长更加
有帮助。

选择专业：
回避热门专业， 因为热度是

易变的， 也许毕业时就不是报考
时的模样， 而且全国高校都开设
了所谓 “热门” 专业， 有多少含

金量呢。 有志于学术的， 只要家
里有条件， 可以选自己有能力做
好并且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学什
么都行， 跟着感觉走。

不能人云亦云， 但若只凭兴
趣报考， 不考虑个人条件， 自己
也可能很受罪 。 比如脑子不够
快， 只因为喜欢就去读数学、 物
理专业， 那会很痛苦， 每天学上
十几个小时， 依然只能考到六七
十分的在大学里很常见。 有人甚
至刚上完大一就要退学， 所以兴
趣只能是选专业的一个方面。

北京大学哲学系大三的赵同学：

选选自自己己喜喜欢欢的的

选择大学：
成绩差的学生， 要根据专业

选择学校； 成绩好一些的学生，
比如中等生也可以根据专业挑选
学校， 但所学专业一定要是竞争
力强的； 优等生要多了解专业在
本校的位置 、 研究侧重面等情
况。 因为不同学校的同一专业研
究方向是有区别的， 比如北外和
清华的英语系就有所不同。 看重
平台的应选择综合性大学。

选择专业：
成绩差一些的学生就选好找

工作的专业， 比如财会系， 看似
各大学都有， 只要考一个像CPA
这样的证书 ， 就容易找到好工
作； 法学也一样， 通过司法考试
能增大求职的砝码。 不拼学校的

话， 就拼含金量高的证书， 提高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好学生挑选专业分两种情
况： 有追求的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专业； 以就业为导向， 就选王牌
专业， 即使不喜欢， 也要先学好
本专业， 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找
工作时再谋求其他出路， 只要有
能力， 转行也很容易。

填报志愿前最好能提前进行
调查， 在校期间就能转专业是最
好的， 不过这样的高校不多。 如
果高校不允许转专业， 可以通过
参加各种活动、 比赛等来增强履
历的厚度。

比如学物理的学生想从事金
融业， 可以多参加商业大赛、 创
业等进行实践实习。

清华大学法学院大三的李同学：

选选外外埠埠考考验验独独立立性性

北京大学化学系大一的张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