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房山区司法局

由于疫情防控措施造成停业或客流量明显下降，
承包人能否要求变更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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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

红灯

正常情况下， 牙齿长在牙槽
骨里 ， 牙龈会填满牙与牙的间
隙， 让整个牙列看起来紧密而美
观。 牙周病尤其是慢性炎症长期
存在、 反复发作， 造成牙槽骨吸
收、 牙龈退缩。 随着年龄增长，
牙支持组织本就在不断萎缩， 再
加上牙周炎发病率和严重程度也
在增长， 牙齿间的间隙会越来越
显露， 牙缝也越变越宽。

牙缝变大可能是牙周病

【健康红绿灯】

总咬到舌头或两腮可能是健
康问题。 人们每一个咀嚼动作都
受神经支配， 舌头与咀嚼动作在
大脑形成反馈调节， 支配协调，
才能避免舌头被咬到。 如果因熬
夜、 压力大、 紧张等因素导致休
息和睡眠不够， 神经反应区出现
迟钝， 导致舌头与咀嚼不同步甚
至紊乱， 就容易咬到。

跑步超1小时要喝电解质饮料

耳朵上有很多身体反射区，
对应身体的不同部位， 按揉耳朵
上的不同穴位能调节情绪。 按摩
时， 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耳轮处自
上而下按压， 也可轻轻按揉耳朵
后， 再向下牵拉耳垂， 总共按摩
15-20分钟。 如果身体某些部位
在按摩时感到不适， 可着重按压
这个部位。

搓搓耳朵能帮你缓解压力

总咬到舌头可能是太累了

什么是“横纹肌溶解症”？

人体肌肉主要分三大类， 有
骨骼肌、 心肌及平滑肌。 横纹肌
指的是骨骼肌和心肌。 作为 “力
量型” 肌肉， 横纹肌是人体肌肉
的主要类型之一。

横纹肌溶解症指的是骨骼肌
肉受到破坏性损伤后， 横纹肌细
胞的内容物， 如肌红蛋白、 肌酸
磷酸激酶以及离子、 小分子毒性
物质等释放到血液循环中， 最终
从尿液中排出， 导致机体代谢紊
乱及器官功能性损伤。

横纹肌溶解症最典型的表现
是肌肉疼痛、 无力以及浓茶样或
酱油色尿液。 也有可能出现危及
生命的严重情形， 例如： 急性肾
衰竭、 心律失常、 心衰、 肝功能
衰竭等。

除了剧烈运动会诱发横纹肌
溶解症 ， 外伤 、 摄入外源性物

质， 如药物 （他汀类等）、 酒精、
毒素 （毒蘑菇、 某些减肥药物），
以及病毒感染 （流感病毒、 巨细
胞病毒、 柯萨奇病毒） 等都可能
引起横纹肌溶解。

大多数“横纹肌溶解症”
症状较轻

“横纹肌溶解症” 大多数为
轻度， 有些患者只要多加休息、
多喝水， 症状即可缓解。

部分症状较严重的患者， 如

果及时发现、 及早送医， 一般只
需要通过补液的方式， 达到稀释
血液的目的， 从而有助于将破坏
的肌细胞排出体外 ， 保护肾功
能， 症状也都会有所缓解。

症状最为严重的如造成肾功
能损伤甚至衰竭的病例， 在临床
上并不多见， 这些往往需要做血
液透析才能进行治疗。

如何预防“横纹肌溶解症”？

合理安排运动强度 如果你
是一个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千万
不要因为一时兴起而做超出自己
能力范围的、 过度激烈的运动。
而应该循序渐进， 可以采用交叉
运动的方式， 交替完成不同的运
动。 随着体能的提高， 再慢慢把
运动强度提上来， 给肌肉一个休
息的机会。

重视药物因素 临床上由错
用药物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综合

症并不少见，所以要遵医嘱按量、
按时服药。 一旦在用药之后出现
疑似横纹肌溶解综合症的症状，
应立即停药，尽快寻医诊疗。并且
一旦确诊， 那么在下次生病服药
时避免再次使用同一种药品。

补充足够水分 通过尿液可
以把横纹肌溶解后产生的代谢物
质排走。 注意， 如果运动过程中
出现头晕、 精神恍惚、 呼吸困难
等， 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运动后
容易激动 、 嗜睡并伴有体重下
降、 食欲降低和频繁疾病， 那么
也代表运动过度了。

运动前后做好拉伸 当我们
剧烈运动时， 肌肉会长期紧绷和
紧张， 这时就会对身体的各种关
节结构产生不必要的磨损。 如果
及时做拉伸， 能确保关节磨损最
小化， 让关节能够自由高效地向
各个方向运动。 同时也能降低身
体的负担， 减轻压力。

（马琳）

逛吃潮购、 畅游美景、 博物
致知、 运动探险、 遛娃嬉戏、 农
事体验、 夜游烟火气……日前，
丰台区发布8条 “趣丰台·约惠
吧 ” 主题消费路线 ， 汇聚丰台
区文旅商体特色消费资源， 满足
市民多样的旅游休闲需求。

“趣丰台·逛吃潮购” 路线
涵盖Z世代新人类首选丰科万达
广场、 荟萃国际名品的欧式小镇
花乡奥莱村、 京南美意生活花园
丰台大悦春风里、 南城鲜氧购物
乐园凯德MALL大峡谷、 倡导空
间美学与内容品牌的无感连接丽
泽龙湖天街等丰台区特色商业，
是逛街约饭、 品牌探店、 潮流购
物的首选。

“趣丰台·美景畅游” 路线
包括温泉文化滋养的秀美生态休

闲地北京南宫旅游景区， 世界微
缩景观与环球风情演艺观赏体验
基地北京世界公园， 园林艺术、
戏曲文化集中承载地北京园博
园， 花海绚烂浪漫唯美的薰衣草
庄园紫谷伊甸园等， 是畅游丰台
美景、 领略风光独秀的第一目的
地。

“趣丰台·博物致知” 路线
邀市民来一场科普博学之旅， 在
中国园林博物馆领略我国园林艺
术的博大精深与别样魅力， 在北
京 汽 车 博 物 馆 沉 浸 式 体 验 汽
车 文 化 、 观赏汽车科技 ， 在世
界地热博览园探索地热奥秘， 更
可以打卡大院里的生活美学书
店、 丰台文化新名片泰舍书局，
触摸人文温度， 感受文化的创新
传承。

“趣丰台·花漾时光” 路线
主要依托丰台花卉消费商圈 “一
核多点 活力飘带”布局 ，串联花
卉大观园、花卉交易中心、花卉创
意园、花卉园艺中心、南国水乡，
“花街”“花食”“花市”“花艺”“花
影”等“花+”特色体验，集观光旅
游、科普教育、花卉休闲、文化创
意、购物餐饮于一体。

“趣丰台·爱尚运动” 路线
以潮酷体验、 时尚运动为核心，
包括中国首家新概念运动主题公
园运动萌兽主题公园， 以体育健
身、 亲子拓展、 户外露营为主的
综合性多功能主题公园南宫露营
运动乐园， 还有嗨空间蹦床、 星
辰轮滑馆、 天景游乐园等， 集结
年轻人热衷的蹦床 、 射箭 、 探
险、 轮滑、 露营等打卡项目， 为

消费者带来运动娱乐新选择。
“趣丰台·嘻游遛娃” 路线

精选五洲植物乐园、 探洞工场、
西游王国、 菲米乐园、 澎菡恐龙
息谷 、 宝燕乐园等主题亲子乐
园， 集合观光休闲、 萌宠互动、
教育科普 、 益智娱乐等多种功
能， 是遛娃玩耍、 嘻游畅玩的绝
佳之选。

“趣丰台·炫彩嗨夜”路线 涵
盖丰台夜间丰富炫彩的消费场
景，在万丰餐饮街、方庄餐饮街探
寻潮流品牌美食、 享受特色传统
盛宴， 在南宫文化夜市和京荟广
场嗨逛、感受夜色中的烟火气，到
青龙湖公园观看璀璨夺目的晚场
灯光秀等，“夜购、夜食、夜秀、夜
娱、夜游”一站式全体验。

“趣丰台·农事体验” 路线
聚合丰台区特色农事体验目的
地，包括洛平采摘园、怪村农业体
验园、绿野仙踪郊野公园、阿马露
营等，可以体验土地翻耕、育秧育
苗、插秧种植，作物采摘收割、晾
晒入仓等多样化农事项目， 感受
农耕文化， 享受田园乐趣。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 合同
成立后，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

的 、 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
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
方明显不公平的， 受不利影响的
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 在

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 当事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当因采取疫情防控措施造成

停业或者客流明显减少时， 给承
包人造成的损失显然超出一般商
业风险的范畴 ， 由此产生的纠
纷， 应积极促成当事人协商调解
解决。 协商调解不成， 承包人以
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等
为由请求减免相应承包期间的费
用或请求变更相应合同内容的 ，
应予支持。

（房司司）

运动后大量出汗可能导致
体内的水分 、 电解质一起丢失，
出现口渴、 乏力， 甚至头晕、 恶
心、 抽筋等现象。 运动前2小时
喝一瓶水 （500-700毫升 ）； 运
动中每20分钟喝一小杯 (120-
230毫升 )； 运动超1小时需要喝
点电解质饮料 （少量多次）。

夏季运动切记合理安排强度
每天跳操2小时致肌肉溶解？

运动， 已经成为了越来
越多人减肥瘦身、 开启健康
生活的首选， 但运动热潮的
背后， 发生运动损伤的人也
越来越多。近日，浙江绍兴一
女生每天跳操2小时致“横纹
肌溶解症”冲上热搜，引发众
多网友讨论。什么是“横纹肌
溶解症”？ 如何防治？ 怎样
运动才科学？ 爱运动的你赶
快来了解一下吧。

能吃能玩能赏花 遛娃夜游爱运动

丰台推出8条“趣丰台·约惠吧”主题消费路线
□本报记者 余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