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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对于一些计划长假出行的人
来说，晕车是件头疼的事。除了要
备好防晕车药，不妨从饮食下手：
榨菜爽口开胃 ， 帮助减少恶心
感； 苏打饼干含碳酸氢钠， 能中
和过量胃酸， 减轻胃部不适； 酸
味食物，如山楂片、话梅、柠檬等，
有健胃消食，提神清脑的作用。

卧位凯格尔改善盆底肌

3种食物能有效缓解晕车

有些人咳嗽 、 大笑时会漏
尿， 很可能是因为 “盆底肌” 松
了。 凯格尔运动可借助伸展骨盆
底的耻骨尾骨肌增强肌肉张力，
对男女尿失禁都有帮助。 采取卧
位做凯格尔运动效果更好： 仰卧
于地面， 双膝弯曲， 双脚平放在
地面， 双臂放于体侧； 用力收缩
臀肌、 腘绳肌和骨盆底肌， 将臀
部抬离地面； 保持一会儿后放低
臀部还原。

红灯

豆腐和豆浆都由大豆加工而
来， 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两者可以
相互替代。营养专家解释，从补钙
的角度来说， 不能用豆浆替代豆
腐。 豆浆的营养素含量主要由加
水量决定，钙含量仅为5毫克/100
克， 是牛奶的1/20。 而豆腐因为
加了凝固剂， 钙含量大大提升。
比如， 北豆腐、 南豆腐的含钙量
分别为 105毫克 /100克 、 113毫
克/100克。

胃不好别嚼口香糖

喝豆浆不能代替吃豆腐

人在开始嚼口香糖时， 化学
感受器被刺激， 将这种 “进食”
信号传到大脑 ， 使口腔分泌唾
液， 胃也开始分泌大量消化液。
事实上， 此时胃内并没有可供消
化的东西，久而久之，会引发或加
重胃部疾病。已经患有胃病的人，
过多嚼口香糖会导致消化系统分
泌大量胃酸，产生不适症状。

房山区城市管理委、 房山区城管执法部门

持续强化燃气领域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工作

·广告·

出行不忘防疫
注意饮食卫生

新冠肺炎预防

新冠肺炎主要经呼吸道飞沫
和密切接触传播， 接触病毒污染
的物品也可造成感染， 在相对封
闭的环境中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
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
能。 人群普遍易感。 临床表现以
发热、 干咳、 乏力为主， 部分患
者以嗅觉、 味觉减退或丧失等为
首发症状， 少数患者伴有鼻塞、
流涕、 咽痛、 结膜炎、 肌痛和腹
泻等症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
市民， 避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 ， 特 别 是 避 免 非 必 要 的 跨
境旅行。 要继续做好自我防护，
坚持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做好个人卫生， 保持环境通风良
好。

旅行前， 提前了解目的地疫
情防控政策措施， 并备好个人防
护用品。 避免到人群聚集、 空间
密闭、 通风较差场所。 持续做好
自我健康监测 ， 出现可疑症状
时， 在做好防范感染他人措施的
情况下， 应及时就诊。

诺如病毒肠炎预防

人们通常经过以下途径感
染诺如病毒： 食用或饮用被诺
如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 触摸被
病毒污染的物体或表面后将手指
放入口中、 接触病毒感染者 （如
照顾患者、 与患者分享食物或共
用餐具）。 牡蛎等贝类海产品和
生食的蔬果类也是引起感染的常
见食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
醒， 要勤洗手， 不吃未烧熟煮
透 的 食 物 和 未 经 消 毒的奶类 ，
不喝生水， 不吃不干净的水果和
蔬菜 ， 不接触病人 、 病人呕吐
物、 排泄物及其污染物品、 污染
环境。

手足口病预防

手足口病主要通过密切接触
病人的粪便、 疱疹液、 鼻咽分泌
物、 唾液及接触被其污染的手、
毛巾 、 手绢 、 牙杯 、 玩具 、 餐
具、 奶瓶、 床上用品等物品或环
境而感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
醒， 要注意个人卫生， 尤其是手
卫生； 不与他人共用物品， 不接

触病人及其污染物品 、 污染 环
境 ； 不 在 未 经 消 毒 处 理 的 游
泳池中游泳或玩耍； 手足口病流
行期间， 尽量避免带孩子参加集
体活动。

动物传播疾病预防

人类通过接触动物 （如饲
喂、 抚摸、 屠宰、 加工等）、 食
用未煮熟的动物产品 （如肉 、
蛋、 奶等）、 接触动物栖息地环

境等方式 ， 可能会感染上禽流
感、 鼠疫、 狂犬病、 炭疽等动物
传播疾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
醒， 要避免进入野禽、 旱獭等动
物栖息地， 不接触、 不食用野生
动物； 尽量避免直接接触任何动
物， 特别是来历不明的动物， 发
现病死动物不私自处理； 不要从
活禽市场、 农贸市场活禽摊档或
流动摊贩处购买活禽； 不吃未烧
熟煮透的动物产品； 选择新鲜、
安全的动物食品原料 ， 加工时
生、 熟分开。

食物中毒预防

节假日期间聚餐和在外就餐
机会增加， 食物中毒风险也相
应增加。 我国内地以微生物所致
食 物 中 毒 最 为 多 见 ， 野生菌 、
野生植物等其他中毒也时有发
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
醒， 要选择正规、 卫生条件好的
饭店或餐厅就餐， 不食用来历不
明的食物， 不采集、 不食用不明
野生菌及野生植物。

为做好国庆期间燃气安全
保障工作， 提高区域燃气安全
管理水平， 强化安全风险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 房山区城市
管理委、 区城管执法部门近期
集中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 、
执法检查工作。 主要对燃气供
应单位涉嫌无证经营燃气场所
进行全面摸查， 对燃气设施安
全保护范围内禁止行为进行全
面排查， 检查安全防范措施是
否到位，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当
场督促尽快整改， 并要求及时
更新管理台账。

房山区城管委会同区公安、
应急、 拱辰街道办事处， 对辖
区内餐饮行业燃气使用进行联
合检查， 重点检查用气场所安
全情况、 气瓶使用情况、 安防
设施情况、 供气单位服务情况
等内容。 联合检查组共检查了
企业5家， 查处收缴违规使用液
化气瓶15个， 对存在的安全隐
患督促及时整改， 增强非居民
用户的使用安全意识。

房山区张坊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对镇域繁华街区开展燃气
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执法

人员首先来到一家餐馆， 分别
对气源、 气瓶、 用气行为、 供
气场所、 用餐场所重点部位及
燃气报警装置、 防爆电器设置、
燃烧器具连接等进行了逐一检
查， 检查中发现个别管线存在
老化现象，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责令该餐馆负责人限期整改。

接下来， 房山区城市管理
委、 房山区城管执法部门将持
续对该区19家燃气供应企业开
展安全检查， 加强燃气供应站
点的管理服务， 对站内燃气存
放、 安全防护措施的配置和状

态、 业务流程等情况进行检查，
向气站负责人强调燃气安全管
理的重要性及自查自纠的必要
性。 通过重点场所巡查、 重点
部位巡防的方式， 严格落实燃
气供应企业风险排查和隐患整
改主体责任， 健全完善规范化
常态化管理制度。 同时， 进一
步加强燃气安全进企业、 进社
区普法宣传活动， 提升燃气用
户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积
极推广好经验和好做法， 以点
带面提升区域燃气安全监管水
平。 （李安琦）

中疾控发布国庆假期健康提示

国庆假期临近， 各地即将迎来旅游出行和探亲访友
高峰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今年国
庆假期， 要重点做好新冠肺炎、 诺如病毒肠炎、 手足口
病、 动物传播疾病和食物中毒的预防与防范， 健康快乐
过节。

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 当前
境外多国疫情严重， 个人出境旅
行感染风险高。 根据各地防控政
策， 入境人员须提供严格的双阴
性检测证明 （有疫苗接种史者仅
需核酸检测阴性）， 入境后需隔
离医学观察14天外加7天居家健
康监测。

建议个人充分权衡出行时机
和必要性， 避免非必要的跨境旅
行 。 对于目前境内中高风险地
区， 如非必要， 建议暂时不要前

往。 我国境内各地新冠疫情风险
等级可在国务院网站专栏、 手机
应用程序 “国务院客户端” 或微
信小程序等实时查询。

节假日期间， 市民要加强自
我防护。 旅行前， 要提前了解目
的地新冠疫情防疫政策措施， 并
备好口罩、 消毒液、 消毒湿巾等
个人防护用品。 旅行期间， 市民
乘坐飞机、 火车、 汽车、 轮船等
交通工具时要遵守秩序和乘务人
员管理要求， 全程佩戴口罩， 做
好手卫生， 并妥善保存票据以便

行程查询。 如旅途中出现发热、
干咳、 乏力、 嗅觉味觉减退或丧
失等症状， 在做好防范感染他人
措施的情况下， 应立即到就近的
医疗机构就诊， 并取消或中止旅
行 。 旅行归来 ， 应自我观察14
天， 一旦出现可疑症状， 在做好
防范感染他人措施的情况下， 应
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
旅行史。 节假日期间， 还应按照
安排接种疫苗， 不要因为旅行影
响疫苗接种。

（午综）

相关链接：

建议避免非必要的跨境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