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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导致嘴唇干燥？

天气干燥 。 秋天天气干燥 ，
所以皮肤很容易缺水， 而嘴唇的
皮肤很脆弱， 只有黏膜而没有
汗腺 ， 导致嘴唇部分没有油脂
分泌的功能， 所以格外容易干燥
脱皮。

身体缺少某种维生素 。 平
时生活中如果出现了嘴唇干裂
的情况， 那么和日常摄取的维生
素少也具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说
我们蔬菜吃的比较少， 维生素B
摄取的不够， 那么也会导致嘴唇
干裂。

唇炎。 如果说一年四季总是
感觉自己的嘴唇干裂， 那么就有
可能和身体中的消化不良以及维
生素缺乏具有一定的关系了， 也
有可能是慢性唇炎所导致的， 最
好能够到医院进行检查。

牙膏的特殊成分。 很多牙膏
都含有十二醇硫酸钠， 可导致皮
肤干燥、 刺痒等， 秋冬应尽量减
少使用这类牙膏。

秋冬护唇6妙招

抹润唇膏
其实不管男性还是女性， 平

时最好擦含有矿物油、 植物油和
合成性酯类成分的护唇膏， 以保
持嘴唇的湿润。 要选用无染料无
香味成分的护唇膏， 防止添加物
使嘴唇过敏。 凡士林是很好的护
唇药品。

不舔嘴唇
嘴唇干裂或发炎时， 不要用

舌头舔嘴唇， 因为唾液中的酵素
会吸收嘴唇的湿度， 让嘴唇更加
干燥 。 少吃刺激性和酸性的食
物， 如麻辣的菜肴、 泡菜等， 因
为这类食物会让嘴唇更刺痛。 最
好多摄取含有维生素A、 C、 E的
食物， 改善嘴唇干裂的情形。

补血润肺
嘴唇干裂可能是因为体内贫

血或者肺虚而引起的 ， 建议补

血， 或用麦门冬、 贝母等中药材
进补润肺。

饮食平衡
不管如何， 平时多喝水、 保

持饮食均衡， 这是保持嘴唇湿润
有光泽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涂抹蜂蜜
如果说， 你已经开始觉得嘴

唇干， 可以用干净的棉签往嘴唇
上涂抹一些家庭里都有的植物油
或者是蜂蜜。 不过糖尿病的患者
切忌涂抹蜂蜜。

睡前涂抹橄榄油
睡前将橄榄油涂在嘴唇上吸

收20分钟以上， 然后擦净。 还可
将少量奶粉用水调成糊状， 厚厚
地涂在嘴唇上， 充当唇膜。

（王甘）

换季嘴唇干裂？

6招收获水润嘟嘟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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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诗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疾控中心
获悉， 据最近一次的监测报告显
示， 北京市18~79岁人群高血压
患病率为34.9%， 高血压患者知
晓率39.6%， 治疗率33.6%， 控制
率仅有12.8%， 存在患病率高 ，
知晓率、 治疗率、 控制率普遍偏
低的现状。

高血压不仅是一种疾病， 更
是很多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
因素， 但高血压是可防可控的。
防控的第一步就是要知晓自己的
血压， 只有定期监测血压， 才能
及时发现高血压的苗头， 尽早预
防 、 及早治疗 。 市疾控中心介
绍， 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如下： 在
未使用抗高血压药物的情况下，
非 同 日 3 次 测 量 ， 收 缩 压 ≥
140mmHg 和/或 舒 张 压 ≥
90mmHg可诊断为高血压。

正常成年人建议至少每2年
测量一次血压。 高血压高危人群
建议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 高血
压患者建议至少每周测量一次血
压。 血压测量方式可以去医院诊

室测量， 也可以佩戴仪器24小时
监测 ， 家庭自测应该是主要方
式 。 家庭自测血压时如果收缩
压 ≥135mmHg 和/或 舒 张 压 ≥
85mmHg， 就应引起您的重视 ，
尽快到正规医院就医。

如何预防高血压的发生呢？
首先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饮食
上限制食盐摄入， 成人食盐摄入
量每天不能超过6克， 高血压患
者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 ，
还要注意减少腐乳、 腌制食品等
这些含隐形盐的食物摄入； 同时
多吃蔬菜和水果。 面对都市快节
奏的生活， 也要劳逸结合， 保持
愉悦的心情， 将紧张、 焦虑的情
绪找到健康有效的方式及时疏
解， 而不是通过吸烟、 酗酒等不
良生活方式来排遣。 适量运动也
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 每
天、 每周有规律、 有计划地进行
运动， 既可管理体重又可放松身
心 。 只要把预防的措施持之以
恒， 健康就会伴您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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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破、口角炎：缺乏维生
素B2

嘴部周围出现裂缝或发炎破
洞情形时， 是由于体内缺乏能帮
助修复组织伤口的维生素B2。 此
外 ， 维生素B2对皮肤和头发生
成、 健康也扮演重要角色。 它无
法在体内自行储存， 因此需从食
物或营养补充品来补充。

来源补充： 每天喝250毫升
牛奶就能帮助补充， 植物性食物
如香菇、 木耳、 花生、 芝麻、 杏
仁等也含丰富维生素B2。

食之无味、味觉减弱：缺
乏锌元素

人体缺乏锌元素免疫力会降
低 、 食欲不振 、 生长减缓 、 掉
发、 味觉功能退化等。 因此如果
发现常常吃东西觉得没味道， 又
有伤口好得慢等症状时， 就要小
心可能是体内缺乏锌的征兆。

来源补充： 牛肉、 羊肉等红
肉中有丰富的锌， 例如每周吃一

次牛排， 就能摄取足够的锌。

胃部不适：缺乏维生素A

维生素A不但是保护眼睛的
重要元素， 也能帮助在呼吸道和
肠胃中自然形成一层保护膜， 防
止细菌或有害物质直接侵害身
体。 因此维生素A不足，除了对眼
睛不好，也会侵害呼吸道与胃肠。

来源补充 ： 每天吃点胡萝
卜、 或是每周吃1~2次动物肝脏
都是补充维生素A的方法。

易怒、暴躁：缺乏铁质

缺铁不但会贫血， 还有可能
让你变情绪化、 容易发脾气。 铁
是帮助体内制造红血球细胞的重
要元素。 对于每月要经历失血的
女性来说， 铁质更为重要， 否则
容易有精神不佳、 心情易低落沮
丧等症状。

来源补充： 红肉、 鸡蛋、 坚
果、 深绿色蔬菜都是富含铁质的
食物， 并记得多补充维生素C以
促进铁的吸收利用。

脚踝浮肿：缺乏钾

钾是调节体内血液和体液的
酸碱平衡、 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与
渗透压稳定的重要元素。 长期缺
钾，会导致心律不整、神经传导不
正常的症状。 像大量运动后由于
水分流失过多， 钾离子流失就容
易抽筋。 长时间则会发现身体变
得浮肿， 特别在脚踝处较明显。

来源补充： 运动完吃香蕉补
充高量钾， 可以防止抽筋， 每天
吃定量的蔬菜水果也能补充钾。

全身疼痛：缺乏维生素D

晒太阳不足、 或维生素D缺
乏的人， 就容易引起慢性疼痛。
加上维生素D是人体无法自行合
成的营养素， 补充更为重要。 维
生素D也是促进骨骼生长、 牙齿
健全的重要物质。

来源补充： 每周吃2份油性
鱼类如鲑鱼、 沙丁鱼等， 再加上
适时晒点日光才能保证体内有充
足维生素D。

市疾控：全市18-79岁人群
高血压控制率仅12.8%��

口角总是干裂发炎？ 感觉食之无味？ 有时易怒发
脾气？ 这些可能是你身体缺乏某种维生素的表现， 北
京宣武医院普通外科护师孔令玲就来给大家介绍， 身
体出现以下状况时， 可能是缺乏维生素的表现。

秋天北方气候相对偏干燥一些， 进入秋季换季时， 降水量减少， 空气湿度比较低， 很容易引
起上火、 皮肤干燥、 起皮的现象。 不少人会出现口唇干裂， 嘴角裂口出血、 疼痛， 连说笑和吃饭
都受影响。 送你6个护唇小秘方， 还你水润嘟嘟唇。

？？？？？缺缺乏乏维维生生素素
身身体体会会有有哪哪些些预预警警

不同人群如何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硕士研

究生杨悦介绍， 对于大多数人而
言， 每天的正常饮食几乎可以满
足机体对于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
求， 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额
外补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的药物
制剂， 而是应根据机体不同发育
阶段的需求有所补充。

妊娠女性 叶酸对于胎儿神
经 系 统 的 发 育 具 有 重要作用 ，
补充叶酸可预防神经管畸形。 因
此， 对于女性在妊娠之前以及妊
娠早期都应补充叶酸， 每天0.4~
0.8g。 另外 ， 在妊娠期对于钙 、
铁 、 维生素D、 维生素E也可做
适当补充， 但是用药之前要咨询
医生 ， 根据个体情况 ， 调整用
药。

婴儿和儿童 维生素D对于
钙、 磷的吸收以及骨质矿化具有
重要作用， 营养性维生素D缺乏
是导致佝偻病的最主要原因。 首

先围生期孕母应多进行户外活
动， 食用富含钙、 磷、 维生素D
及其他营养素的食物。 而在婴幼
儿期预防的关键在于日光浴与适
量维生素D补充。

另外， 由于婴儿4月龄后从
母体获得的铁逐渐耗尽， 加上此
期生长发育迅速， 造血活跃， 对
铁的需求也会有所增加， 应进行
适量补充。

中老年人 维生 素 B12 参 与
DNA的 合 成 ， 叶 酸 或 者 维 生
素 B12缺 乏 容 易 导 致 巨 幼 细 胞
性贫血。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
于食物中维生素B12的吸收利用
减低， 不能满足机体的需求。 因
此， 需要额外补充， 建议每天为
2.4ug。

另外， 随着年龄增长， 骨质
疏松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 。 因
此， 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应
适当补充维生素D和钙剂。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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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供电
分公司第五维修项目部员工梁文广，
男， 你因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 公
司于2018年8月8日与你依法解除劳动
合同， 自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至今多
次与你联系无果， 公司决定于2018年
10月将你的人事档案转往你户籍所在
地社会保障事务所。 特此公告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

赵祥虎 （11010619730****21X） 系
我公司市配项目部员工， 该员工自
2018年9月11日至今未与部门领导请假
无故未到岗上班， 已构成旷工事实。
按照我公司 《员工手册》 相关规定，
给该员工予以解聘处理， 请赵祥虎自
公告发布3日内返回我司办理离职交接
手续， 逾期未至， 我公司有权处理赵
祥虎各项保险等转移。 特此公告

北京盛世华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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