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应急状态下， 流入胃肠
的血液减少， 消化速度减缓。 另
外， 重压会让你的呼吸粗重， 比
平常吸入更多气体， 引起胀气。
为了感觉舒服， 可以呼气时间长
一些， 吸气时间短一些， 让身体
进入更加平静的状态。

压力过大也会引起胀气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减肥的关键， 在于摄入的能
量少于消耗的能量。 大部分没什
么 “油花 ” 的汤 ， 热量都比较
低， 在吃饭前喝点汤， 可以降低
饥饿感， 增加饱腹感， 从而让你
少吃点， 在不饿的情况下减少能
量摄入。 所以， 想减肥的话， 可
以在饭前选一些水分多的汤喝。
一些水分多的水果和蔬菜也可以
成为促进我们减肥的餐前小食。

莲子内含有的大量的生物碱
有着强心安神的功效， 可以帮助
长期失眠的人员起到帮助睡眠的
作用。 此外， 生物碱N-9还有着
降血压的作用。 莲子内含有的棉
子糖， 对于久病等身体虚弱的人
员而言是十分温和的滋补品。

立秋虽然标志着秋季的开
始， 但刚立秋后气温还是较高，
空气湿度也大， 再加上人们在夏
季常常因为苦夏过食冷饮， 多有
脾胃功能减弱的现象， 此时如果
大量进食补品， 特别是过于滋腻
的养阴之品， 会进一步加重脾胃
负担， 长期处于虚弱的胃肠一下
子不能承受， 反而导致消化功能
紊乱。

饭前喝汤促进减肥

立秋后不宜大补

莲子可助眠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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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奇奇骗骗局局””都都是是老老套套路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婧婧 通通讯讯员员 姜姜楠楠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
2019年成人高考招生简章北京市总工会职工

大学是北京市人民政府
批准、 教育部备案的成
人高校， 学校集科研 、
教学、 培训为一体， 具
有完善的现代化教学设
施， 师资雄厚， 治学严
谨 ， 先后被国家教育
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
市政府 、 市教委授予
“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先
进学校” “先进职工大
学” “北京市成人高等
学校示范校” 等称号。

学校交通便利， 设
施精良， 实为广大考生
求学的理想院校。 学校
面向全市招生， 欢迎广
大考生踊跃报名， 我们
将竭诚为学生服务， 力
争再创佳绩。

招生专业

报名网址： 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 http://www.bjeea.cn/
报名时间： 8月29日至9月4日 现场确认时间： 9月6日至9月9日
学校地址： 陶然亭校区： 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草桥校区： 丰台区镇国寺191号
报名咨询地址： 陶然亭校区南楼235室 乘车路线： 地铁四号线陶然亭站下车， 59、 40路自新路口东下车
咨询电话： 63525061 学校网址： http://www.ghgy.com.cn

吴女士收到的某文摘中 ，
夹着 “军转民高科技产品介绍
通知 ” 传单 。 其电话咨询时 ，
对方说要召开讲座， 必须是65
周 岁 以 上 老 人 且 是 退 休 军
人 、 医生、 教师、 工程技术人
员才有资格去参加 。 讲座中 ，
李某播放了航空航天视频， 介
绍 “军康一号” 是航天部研发
的， 成分保密， 之前只供给国
家领导人和航天员 ， 现在军
转民之后大家才能吃上。 李某
介绍了航天员的医生纪医生
（已故）， 由纪医生为大家免费
诊断。

纪医生号脉后， 告知吴女
士其已经大面积脑梗， 同时患
有高血压、 心脏病、 严重白内
障且视网膜萎缩， 赶紧吃 “军
康一号”，能够全部康复，她最终
购买了5.16万元的“军康一号”。
吴女士回家后发现自己购买的
是保健品。 李某团伙交代，该团
伙将传单夹带在老年刊物中，雇
佣表演者冒充医生， 虚构病情
和药效， 将进货价150元每盒的
保健品以8600元售出 。 海淀法
院最终对主犯李某判处有期徒
刑3年6个月， 罚金3万元。

【法官说法】：
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

高发、 屡禁不止。 此类犯罪分
为获客+推介看诊+销售三阶
段。 作案过程中， 犯罪分子通
过冒用、 虚构国家机关人员等
身份， 通过会销方式， 冒充专
家， 尤其是军医、 中医， 通过
伪造多普勒检查 、 体检报告 、
套取病情信息造成患病假象 ，
高价销售保健品， 最大价差达
到266倍。

同时 ， 要格外警醒的是 ，
保健品诈骗极易产生 “次生诈
骗”， 即犯罪分子在老年人购买
保健品后 ， 以可以办理退款 、
退税等理由， 以缴纳税款、 手
续费、 保证金等名目继续骗取
财物。 后续犯罪者既可能是销
售保健品的犯罪分子， 也可能
是购买此类信息的犯罪分子。

刑事法官揭秘常见骗术

清朝格格有100亿遗产， 亟需资金解冻； 路遇大师说印堂发黑，
交钱就可以消灾渡厄； 老人又买了几万的神药， 家里吵得不可开交
……这不是段子， 而是真实发生的案件。 近日， 在劳动午报记者的采
访中， 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 法官姜楠结合案
例， 揭秘骗局背后真相， 并解读如何识别这些骗局。

袁某称自己与母亲自幼失
散。 2011年11月 （73岁时）， 其
认回了母亲 ， 得知母亲身份离
奇， 并收到母亲给的银行支票。
妈妈说， 自己掌握着100亿美元
的资产， 要解冻这笔资金， 要筹
措几百万元的启动资金， 现在入
股算是投资 ， 取回后可获得5%
作为回报和奖励。

后袁某招募手下徐某、 律师
冯某 （死亡）、 张某， 张某找到
被害人李某。 李某见到袁某后觉
得袁某很气派， 律师冯某也从旁
佐证， 所以同意投资。 投资第二
天， 李某觉得有异， 找相关部门

朋友咨询发现被骗。 海淀法院以
诈骗罪分别判处三人有期徒刑3
年6个月、 3年， 罚金3万元。

【法官说法】：
民族资产解冻是一类非常

“神奇” 的骗局。 这类骗局一般
以募集启动资金解冻境外巨额资
产为名骗取钱款， 常见资产来源
包括 “清政府皇家遗产” “民国
政府遗产” 等， 常号称 “民族复
兴” “民族伟业” 计划。 识别该
类骗局的方法非常简单： 所有涉
及 “民族资产解冻” 项目的， 都
是诈骗。

骗局一：
百亿民族资产解冻

骗局二：
博士、“大仙”帮你治病

张某在地铁站收到一张入场
券， 称参与会议有赠品， 到了会
场后 ， 其领取了一本李博士的
书 。 李博士称 ， 自己能开发右
脑 ， 开发之后能治疗 80%的疾
病， 并用器械测试了张某， 说他
右脑没有开发 ， 还有病 ， 但交
333元会员费， 就可以开发张某
右脑治病。

交钱后， 李博士让读书半小
时， 说出汗就是排毒了， 过一段
其上台再测试， 李博士说其右脑
打开了。 后李博士说再交3000元
会传授赚钱的方法， 交钱后李博
士讲了挣钱方法是介绍别人收提
成费， 并说公司要上市了， 可以

投资入股。
经群众举报， 民警查获化名

为 “李博士” 的李某和同伙45名
会员吸纳缴纳会费、 投资款， 单
笔最大6.8万元 。 后海淀法院以
诈骗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2个
月， 罚金3万元。

【法官说法】：
迷信类诈骗在当代的变种就

是利用伪科学， 以治病、 科研等
名义骗取钱款。 该类诈骗在实践
中的典型方式是在寺庙等宗教场
所附近、 街头、 小区等地， 犯罪
分子假冒僧侣， 以消灾、 祈福为
名骗取超度费、 香火费等。

骗局三：
停不下来的保健品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