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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大蒜难闻却养胃

现代医学认为， 大蒜含脂溶
性硫化合物， 为植物抗生素， 能
强力杀菌， 所以又有生长在地里
的青霉素之说法。 此外， 这种辛
香料含有葫油 ， 能消毒 、 整肠
道， 消除肠内腐物。 由于大蒜能
和胃温中， 所以对胃炎、 胃溃疡
也有所帮助。

暴雨天和雨后要尽量避免在
水中行走或玩耍 。 遇雨水湿脚
后， 除了要尽快冲洗干净， 还可
以用1%的盐水泡泡脚 ， 之后再
用清洁的水洗净晾干， 可以防止
皮炎、 脚癣出现。 下雨天穿过的
凉鞋， 第二天别继续穿， 要先拿
去吹干、 晒干， 不然很容易真菌
感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发
现， 人体存在 “愤怒基因”， 多
见于女性， 约85%女性在月经前
会出现焦躁不安、 易怒暴躁， 其
中5%情绪波动严重 。 生气会导
致内分泌紊乱、 失调， 令身体免
疫力降低， 抵抗力下降。 建议保
持乐观开朗的心情 ， 遇事少生
气、 勿暴躁， 把情绪控制在最好
状态。

女人天生脾气大

雨水湿脚后用盐水泡泡

100克杂粮的淀粉含量和100
克精白米面的含量差不多。 对于
糖尿病患者来说， 每日摄入的碳
水化合物是定量的， 所以即使是
杂粮也不能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应该定量摄入。

杂粮中淀粉含量很高

近日， 丰台工商分局按照市
局要求， 分局科、 所、 队积极联
动， 对辖区内某金融网络平台进
行检查 ， 有效地防范了金融风
险， 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分局
稽查大队协作执法科、 专业执法
科、 网监科、 广告科在方庄工商
所对该公司注册地址进行现场核
查的基础之上 ， 召开工作协调
会， 对该互联网平台问题进行进
一步调查核实， 一是网监科利用
“北京网络交易监管系统” 对该
公司网站的展示页面进行截图取
证， 同时将所截证据上传至该主
体名下将证据固化； 二是广告科
对其在宣传中存在的虚假宣传问
题进行进一步核实和认定； 三是
分局稽查大队专业执法科将进一

步跟进核实相关信息， 掌握各类
情报信息线索， 密切关注该公司
动向， 对查实的该公司违反工商
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相关问题进
行立案调查。

（张楚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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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工商分局
加大金融互联网平台监管力度

公

告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休养服务部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
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休养服务部

2017 年 7 月 31 日

遗
失
声
明

小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

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

书，号码：01779000897，特此声

明作废。

先兆中暑者离开高温环
境短时可恢复

医师秋爽表示 ， 中 暑 原 因
有 环 境 因 素 和 自 身 因 素 。 高
温、 高湿， 环境通风较差， 密闭
的工作环境中易发生中暑。 在自
身因素中， 从事体力劳动和体育
运动的人群， 人体产生的热量会
增多； 散热障碍人群， 如过度肥
胖 ， 穿紧身 、 透气性差的衣裤
等 ； 对高温不适应 ， 如年老体
弱、 过度疲劳、 饮酒、 饥饿等人
群易发生中暑。

“中暑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
可分为先兆中暑、 轻症中暑和重
症中暑。” 秋爽说。

先兆中暑的症状是会大量出
汗、 头晕眼花、 无力、 恶心、 心
慌、 气短、 注意力不集中、 定向
力障碍， 体温常小于37.5 ℃。 在
离开高温环境进入阴凉通风的环
境时， 短时可恢复正常。

轻症中暑除有先兆中暑症状
外， 还会出现面色潮红或苍白、
烦躁不安或表情淡漠 、 大汗淋
漓、 脉搏细弱、 血压下降、 心率
加快等表现， 体温轻度升高， 一
般在38℃以上， 通常休息后体温
可恢复正常。

重症中暑分为热痉挛、 热衰
竭和热射病 ， 有头痛 、 精神错
乱、 定向力障碍、 昏迷等， 皮肤
干燥 、 灼热 ， 体温常在40 ℃以
上， 严重时引起多脏器损害而死
亡， 应立即急救。

常备防暑降温药品预防
中暑发生

那么， 炎热的三伏天中， 中
暑的预防措施有哪些？ 秋爽医师
表示，“暑热季节大家一定要有防
暑意识，不能无知者无畏。 ”

首先 ， 改善生活及工作环
境， 合理安排休息， 注意调节心
理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外出
前备好防晒用具及防暑用品， 太
阳帽、 遮阳伞、 墨镜等都是很好
的防晒用具， 最好出发前半小时
涂点防晒霜， 另外可随身配备防
暑降温药品以防中暑。

尽 量 避 开 高 温 时 段 外 出 ，
避 免 长 时 间 直 接 暴 露 于 阳 光
照射下 ；高温下活动或工作时，
多喝水，以温水为宜。 但不能为
了贪图一时凉快而大量饮用冰
冻饮料， 以免造成胃部痉挛 ；对
于在烈日下的工作人员， 由于汗
液的大量排出 ，可以通过饮用
盐开水或补充含有钾 、镁等微
量 元 素 的运动型饮料补充盐分
和矿物质。

夏天为预防中暑， 也应注意
饮食， 多吃清淡的食物， 少吃高
油高脂食物 。 同时 ， 应少食多
餐， 当吃的东西越多时， 所摄入
的热量也越多， 如果选择少食多
餐可以分散集中的热量摄入。

同时， 医师秋爽也介绍了中
暑的具体处理措施。

轻症中暑： 将患者移至清凉
处休息， 用凉的湿毛巾敷前额和
躯干， 吹电风扇， 促其降温。 喝
清凉的饮料、 盐水 （每100毫升
加盐0.9克）。 不要用酒精擦患者
的身体， 不要喝酒或咖啡。

重症中暑： 快速降温是治疗
关键。 降温目标是使患者核心体
温在10到40分钟内迅速降至39℃
以下 ， 2小时降至 38.5℃以下 。
再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环境， 转移
至通风阴凉处， 用湿毛巾擦拭全
身， 扇风加快蒸发、 散热， 同时
等待急救。

伏天解暑适宜吃瓜

数伏时节气温高， 人体丢失
的水分多， 必须及时补充， 应多

吃瓜类、 凉性蔬菜等瓜果蔬菜。
瓜菜类蔬果中的水分， 是经过多
层生物膜过滤的天然、 洁净、 营
养且具有生物活性的水。 一个人
每天吃500克的瓜、 菜， 等于喝
了450毫升高质量的水， 且瓜菜
类蔬果还具有降低血压的作用。

西瓜： 瓜果之首， 不仅具有
食用价值， 而且医药价值颇高，
是消暑、 解渴、 利尿之佳品， 民
间有 “天然白虎汤” 之称。 当遇
到酷热时 ， 可以使用西瓜来降
温， 但西瓜性寒， 一次不能吃得
过多。

冬瓜 ： 富含维生素 b， 皮 、
肉皆可入药， 有 “冬瓜入户， 不
进药铺” 的说法。 消暑开胃、 小
便不畅， 饮冬瓜汤很有疗效。 天
气炎热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可用冬瓜与莲子、 百合和鸭子煮
汤饮。

黄瓜： 瓜类营养最丰富的一
种， 清热去火。 经常食用有利排
泄胃肠内腐败食物， 对降低胆固
醇有益 。 夏天容易经常唇焦舌
燥、 喉头干涸， 可以嫩黄瓜作水
果生吃。

俗话说 ， “桃养人 ， 杏伤
人， 李子树下埋死人”， 真的是
这样吗？

之所以说桃养人， 是因为桃
性温， 与杏和李子比较， 相对平
和， 具有补中益气、 养阴生津、
活血化瘀的功效， 尤其适合气血
两亏、 面黄肌瘦、 心悸气短、 闭
经、 跌打损伤等症状的人多食。
桃子对治疗肺病也有一定功效，
孙思邈称其为 “肺之果， 肺病宜
食之”。 正因为如此， 桃子又被
称为 “寿桃”、 “仙桃”， 从这点
来看， 桃子确实能养人。

但是桃子吃多了容易上火 ，
内热偏盛、 易生疮疖的人更不宜
多吃， 因上火而便秘的人也不能
通过食用桃子来通便 ， 反而会
“火上浇油”。

对于杏 ， 中医认为杏性温
热，有小毒，适合代谢速度慢、贫
血、 四肢冰凉、 虚寒体质的人食
用， 对受风、 肺结核、 痰咳、 浮
肿等病症的患者也有裨益。 但是
对热性体质的人， 食杏容易加重

口干舌燥、 便秘等症状。 且鲜杏
酸性较强， 有肠胃疾病的患者不
宜多食， 从这个角度讲， 杏吃多
了确实有些 “伤人”。 一般人食
杏在3~5颗较为适宜。

而 说 李 子 “会 死 人 ” 是
一种夸张的说法， 主要是因为
未成熟的李子被食用之后会产
生一定的毒性。 李子中含有较高
的酸性， 脾胃虚寒的人应该少食
李子， 更不能跟其他柠檬、 杨梅
等酸性水果一起吃。 多食李子还
易生痰湿， 易引起心烦发热、 潮
热多汗等症状。 不过李子具有生
津止渴、 清肝除热、 增进食欲的
功效， 适当食用三五颗李子并无
大碍。 (胡立明)

防止中暑有妙招
热浪来袭 面临“烤”验

水果本没错 吃对有讲究
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今天已经是立秋节气，
但11日才进入末伏，这仍是
一年之中气温最高且又潮
湿闷热的一段时间。在持续
的高温天气中，人们更容易
出现中暑的症状。 “所谓中
暑，是指在暑热季节、高温
和高湿的环境下，出现体温
调节障碍，水、电解质代谢
紊乱和神经系统功能损害
的急性疾病。 ”北京世纪坛
医院急诊科医师秋爽说 ：
“中暑后若处理不及时会引
起严重后果，但中暑是完全
可以提前预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