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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

红灯

“高亮度” 强光刺激下， 瞳
孔会保护性缩小， 引起瞳孔扩约
肌痉挛 ， 出现眼胀痛和头昏头
痛。 瞳孔缩小还会引起晶状体变
凸， 聚光加强， 导致近视度数快
速加深。 看电视不开背景灯、 在
黑暗中看手机， 这种亮暗对比过
于强烈， 也会引起瞳孔括约肌痉
挛、 视疲劳等问题。

【健康红绿灯】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 辣椒
籽是辣椒最辣的部位， 因此人们
在炒辣椒时最先去掉的就是籽。
而研究人员发现， 在绝大多数的
辣椒品种中： 辣椒果实中的胎座
及隔膜组织辣椒素类物质含量最
高， 其次是果实的下半部分， 再
次是果实上半部分 （果梗端 ），
辣椒籽最低。

在一天中， 人的体温会根据
睡眠或清醒状态上下波动， 睡眠
时下降 ， 清醒时上升 。 研究发
现， 当身体温度下降时， 人比较
容易入眠， 睡眠理想的环境温度
为22℃-23℃， 周边环境的温度
若有很大偏差， 就会打破睡眠和
体温之间的平衡， 导致睡眠质量
受到影响。

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的色
素 ， 洗的时候会出现掉色的现
象， 这是十分正常的， 不要认为
是染色的。 不仅如此， 花青素还
是食物中的变色龙， 在酸性条件
下呈现粉红色、 碱性条件下为蓝
色。 在拌紫甘蓝丝或者清炒紫甘
蓝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加些醋， 炒
出来颜色会更好看， 而且还有利
于保持营养。

室温23℃有助提高睡眠质量

清炒紫甘蓝适当加点醋

辣椒最辣部位不是籽

关灯玩手机更伤眼

近日，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立
案调查一起燃气管线损毁案件，
位于窦店镇一社区南侧10米处有
人进行污水管道挖掘， 造成燃气
管线损毁、 燃气泄漏。

经查， 当事人为某物业管理
公司， 该单位在进行污水管线挖
掘施工作业过程中将燃气管线损
毁， 造成燃气泄漏。 执法人员现
场进行拍照取证并责令其立即停
止上述行为， 且配合相关部门现

场将损坏燃气管线抢修完毕， 将
挖掘的路面恢复原状。

普法链接：

该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
条的规定， 属于在燃气设施保护
范围内擅自从事敷设管道 、 打
桩、 顶进、 挖掘、 钻探等可能影
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行为， 影

响了本市的公用事业管理秩序。
依据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五
十条第一款第 (四 ) 项的规定 ，
对该单位处以10万元的行政处
罚。

为了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
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在此提
示 ， 进行挖掘施工前 ， 务必在
“北京市地下管线防护系统” 发
布相关信息， 并依照燃气供应单

位反馈的信息做好管线保护后进
行施工。

（李安琦）

———专家回应防疫热点问题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严查施工损毁燃气管线违法行为

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
家长要留意孩子哪些症
状？ 孕妇 “阳” 后能否用
药？ 老年人担心感染从而
不出门 ， 此举是否必要 ？
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
多领域专家围绕重点人群
健康防护热点关切作出解
答。

儿儿童童““阳阳””了了哪哪些些症症状状需需留留意意？？
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 往往

难以清楚表达自己的症状， 家长
应该特别留意孩子哪些症状表
现？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
荃说， 如果孩子精神很差、 嗜睡
或烦躁不安， 部分孩子出现意识
障碍甚至抽搐， 家长需要警惕。
当发现孩子呼吸频率明显加快，
出现喘息 、 发憋 、 声音嘶哑 、
“破竹样 ” 或 “犬吠样 ” 咳嗽 ，
甚至发不出声音等情况， 家长要
关注并及时带孩子就医。

王荃还提示， 孩子出现喂养
困难、 拒食、 频繁呕吐、 腹泻或
尿量减少， 或者体温大于或等于
41摄氏度、 持续高热不退、 发烧
超过3天、 发热并伴有新发皮疹
等情况， 也都需要关注。

精神差、拒食、持续高热等

■孩子“阳”后哪些症状需留意？ ■

症状轻微可不用药

■孕妇感染后能否用药？ ■

当前， 一些地区医院就诊量
仍然较大， 孕妇是否每次产检都
要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主
任赵扬玉说， 疫情期间孕产妇可
通过线上问诊等途径， 减少去医
院， 但产检有几个时间点不要错
过。 例如， 早孕期间肚子痛或者
出血要及时就医排除宫外孕； 12
周左右NT筛查、 22周左右超声
结构的筛查； 羊水穿刺等个体化
问题。

妊娠晚期的孕妇， 如果出现
胎动异常、 出血、 肚子疼、 疲乏
无力等， 即使不发烧也应到医院
就诊， 有些可能是妊娠晚期并发
症的问题。

孕妇感染新冠病毒后能否用

药？ 赵扬玉介绍， 如果没有症状
或症状很轻微可以不用药， 但需
要多休息 、 适度饮水 、 保证睡
眠， 以使体力慢慢恢复； 如出现
症状 ， 如发烧38.5摄氏度以上 ，
建议用药， 有基础病的孕妇用药
前建议咨询医生。

“阳康 ” 后应继续注意防
护、 保证睡眠和营养均衡等， 逐
渐、 适当、 个体化地采取一些运
动措施， 逐步达到康复。

感染新冠病毒后能否自然分
娩？ 赵扬玉说， 在严格防护下，
轻型的孕妇可以选择自然分娩，
重型或危重型的孕妇需要多学科
团队讨论决定。 在自然分娩过程
中， 孕妇感染新冠病毒， 仍可选
择分娩镇痛。

警惕重叠用药

■心血管病患者“阳”后如何用药？ ■

很多心血管病患者关心， 感
染新冠病毒是否会使心血管疾病
等基础病加重？

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
玉杰介绍， 感染后， 有基础心脏
病的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 血管
斑块容易发生炎性反应， 血栓的
发生率也易增高， 导致原有病情
加重。病人在咳嗽、发烧的时间段
容易合并低氧血症， 一些老年心
血管病人的症状不像年轻人那么
明显。周玉杰说，部分治疗新冠病

毒的药物和治疗基础心血管疾病
的药物， 在合并用药时可能出现
重叠用药问题， 造成病人水电解
质平衡紊乱或药效发生变化等，
因此需要医生指导合理用药。

“不要‘等、拖、耗’，一定要及
时治疗，在医生指导下及时调药，
优化药物治疗效果。 ” 周玉杰提
醒， 对于心血管患者尤其是老年
患者， 均衡营养也有益于心血管
疾病的控制， 应注意及时适量补
充营养，促进吸收和代谢平衡。

减少外出但不宜闭门不出

■老年人怕感染长期不出门是否可行？ ■

实施 “乙类乙管” 后， 一些
老年人担心感染不敢出门， 这样
的做法是否有必要？

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李燕明说， 老年人能否出
门， 应结合当地的疫情趋势、 老
年人近期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老

年人的年龄、 基础疾病情况和个
人意愿来综合判断。

“长期闭门不出会对老年人
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可以减少
外出， 但不是完全闭门不出， 外
出过程中要做好防护。” 李燕明
说。

进补切忌操之过急

■“阳康”后营养怎么搭配？ ■

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 继续
进行营养管理有利于加速康复。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
任于康介绍，“阳康”后，可以正常
进食的人群应尽量保持食物多样
化，每日三餐定时定量；保证优质
蛋白等重要营养物质或食物的摄
入；每日三餐做好荤素搭配，餐餐
有蔬菜、每天有水果；保持充足饮
水，少量、多次、规律性饮水。

他说，“阳康” 后进补切忌操
之过急，因为包括消化道在内，很
多脏器的恢复仍需要一定时间，

太急、 太多进补甚至暴饮暴食可
能会适得其反 ， 而遵循从少到
多、 循序渐进的原则更加安全。

“无论是感染期还是康复
期， 努力正常吃好饭永远是第一
选择。” 于康提示， 食欲差、 进
食量减少特别是减少超过三分之
一的情况下， 可在专业营养专家
指导下额外选用肠内营养； 老年
人、感染前已有明显营养不良者、
长期低体重者或素食者等特殊人
群， 可将额外补充肠内营养制剂
作为一个重点选择。 （新华）

我 公 司 人 员 孙 云 飞 ( 身 份 证 号 :
4128XXXXXXXXXX9133）因涉及向我公司同事多人
次借贷， 自 2023 年 1 月 16 日起未经公司正常流程
报批，缺勤至今。 请孙云飞本人看到此通告后立即回
公司报到说明情况， 如没有在 2023 年 1 月 28 日前
回公司报到，我公司依据劳动合同及公司管理条例依
法对孙云飞本人作出开除决定。

北京天宇汇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