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职业女性竞争压
力大，人际关系复杂，经常
熬夜，这些都会让女性更
年期提前，简称“早更”。早
更是指女性40岁之前卵巢
出现早衰，进而出现一系
列更年期症状。此外，早更
也与现代女性生育次数减
少、热衷减肥有关。女性体
内保持足够多的脂肪，月
经周期才能正常。过度减
肥，会使内分泌紊乱、胆固
醇和钙摄入量不足，出现
月经紊乱，导致更年期提
前。而女性在怀孕、哺乳
时，卵巢不排卵，“节省”的
卵泡可延缓卵巢衰退进
程。

无论是正常更年期女
性，还是早更女性，都能通
过服用雌激素来改善症
状。早期补充雌激素，不仅
保护心血管、预防骨质疏
松，还能改善泌尿生殖道
萎缩的症状。不过，雌激素

并非人人适用，患者要在
医生指导下服用：1.本身患
有雌激素依赖性妇科疾病
（如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
异位症、卵巢囊肿）的女
性，要由妇科医生决定用
量，既能缓解更年期症状，
又能控制妇科疾病。2.补充
雌激素有不同方案，有人
只补充雌激素，有人得雌、
孕激素联用。3.补充雌激素

期间，要常回医院体检，根
据情况看是否需要调整剂
量。4.不要擅自购买雌激素
保健品（健字号），这类产
品大多是合成雌激素，雌
激素本身就会使血液黏
稠，而合成雌激素对血液
影响更大，导致血栓发病
率增高，所以脑血栓、有血
液黏稠倾向者都不宜服
用。 （据《生命时报》）

室内空气
比城市街道空气还脏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有研究发现，在伦敦，小
学教室内的空气污染比室外更糟糕。因为相比室外，空
气在室内更难流通，导致污染被“困”室内，从而使得室
内空气比城市街道空气还脏，污染更严重。由于儿童肺
部发育不够完善，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

在伦敦，由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委托进行
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伦敦小学和托儿所的空气微粒
水平“持续高于室外”。这表明，教室内的空气污染比
城市街道更严重。这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指导方针。

据了解，汽车尾气排放的废弃物中，含有重量仅
为0.0025毫克的细小空气颗粒，当吸入时，这些颗粒会
沉积在肺部，进入血液循环。由于儿童肺部发育尚不
完善，每千克体重呼吸的空气会更多，因而导致儿童
更容易受空气污染的危害。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儿童发育中的肺部
长期处在空气污染中会导致肺功能下降，这种情况持
续到成年，会更容易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
病。”

先前的研究也表明，受空气污染影响的儿童更容
易患哮喘，并且在高交通密度的道路附近居住或上学
的儿童，会受到较高水平的机动车废气的影响，儿童
哮喘的发病率和流行率会更高。 （据《人民日报》）

周末补觉
不宜超过9小时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的科学家经过论证得出结
论，在周末长时间的睡眠
可以弥补平时的睡眠不
足，降低早逝的风险。

超过3.8万名成年人参
与了该项目的调查，他们
提交了周末和平时的睡眠
时间报告。科学家们耗时
13年研究这些数据，同时
也灌注了其他指标———体
重指数、身体活动程度、不
良习惯等。

据报道，年龄65岁以
下、每天睡眠少于5小时的
人与每天睡6至7小时的人
群相比，早逝的风险增加了
65%。但是，如果愿意在周
末补觉睡足的人，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平均水平。科学家
表示，睡眠时间过长（超过9
小时）也没用，仍会增加早
逝风险。 （据《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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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蓝宝
仑豆腐坊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内地税字150102196
803040064号，声明作废。

●购房人杨拴俊将内蒙古何
西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
年12月11日开具的购买9-
北向-503室房款收据丢失，
收据号0429611，面积50m2，
金额274000元整，声明作废。

●董杰峰、李艳霞遗失坐落
于新城区海东街道新舒园
小区7号的房产证,产权证
号：2015105107,声明作废。

●郭政远遗失土建施工员
岗位证书，证书编号：1520
161010120118，声明作废。
●赛罕区国飞超市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50
105600353709，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市
场改造装修项目遗失化学
锚栓拉拔试验检测报告，
报告号LB2015-1018M24
化学锚栓，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乎博卿(身份
证号150402199003210619）
不慎将在内蒙古师范大学
毕业的档案丢失，声明作废。
●都利栋身份证遗失，号：1501
05198609113010，签发日期：
2014年9月15日，声明作废。

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营院零星维修项目招标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第二离职干部休

养所拟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
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营院零星维修项目”项目的承包单位，欢
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加。资格要求详见中国
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采
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内蒙古军区
招标网（http://www.nmgjqzbw.com）上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张婧和吴超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张婧 吴超 电 话：18247130861 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
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2018年05月25日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

5月泰国
泰精彩—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8日（全程无自费）
为爱放价：3199元/人买一赠一（仅限前10名）
发班日期：6月2/5/9号

华贵升级版—曼谷、芭提雅、金沙岛、沙美岛双岛8日（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6月2/5/9/12/16//19//23/26/30号 4180元/人起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6月日本预售篇

天津\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7日游（天津航空，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6月14号5280元/人起（呼市起止）

2018年6月30号6080元/人起（呼市起止）

北京/名古屋\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7日游（国航，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6月12号5280元/人起（呼市起止）

济南\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8日游（山东航空，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6月18/20/22号5880元/人起（呼市起止）

2018年6月27/29号6080元/人起（呼市起止）

●赵忠英青山水恋小区1号
楼二单元603代收办房本
费收据遗失，金额21113元，
收据号0029531，声明作废。

●公告:内蒙古弘德纤维科
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5
日变更股权和法定代表人
的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152627000006206, 法定代
表人:杨元,现予公告作废。
兴和县工商质量技术监督
管理局 2018年5月16日

●内蒙古宏盛煤业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
924399711700B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工农
兵路姚老二批发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501033044739，声明作废。

亥时，称为“人定”时
分，人定即人静，即21时～
23时之间，传统中医认为亥
时三焦经旺，三焦是六腑中
最大的腑，具有主持诸气、
通调水道的作用，亥时三焦
通百脉，不通就会生病。人如
果在亥时睡眠，则百脉可休
养生息，保持三焦的运作，对
身体十分有益。现实情况是，
到了晚上9点以后，可能很多
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白
白错失养生时机。

亥时做这些事易伤身

玩手机 大多数人都

会在睡前玩手机，但你不
知道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
时的手机，其发出的蓝光
会减少人们生成褪黑激素
总数大概22%。直接的影响
便是让人始终处于浅睡
眠，也就是说，玩了手机1
小时后，你或许不得不再
玩上3小时，因为你已经睡
不着了。因此，每天晚上9
点后最好关掉手机，或者
让手机远离卧室。

吃宵夜 晚上吃点宵
夜、喝点啤酒，是不是感
觉特爽！但是劝你，一旦
过了9点最好还是别吃东
西了，否则容易导致胃酸

分泌增加，给肠胃带来更
多负担。如果实在是特别
饿，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即
可。

剧烈运动 睡前1～2
小时不要再做跑步、打球、
跳舞等剧烈运动，否则会
让大脑处于兴奋状态，会
影响睡眠质量。长时间看
场面激烈的影视剧、球赛
都会影响睡眠。

大量喝水 晚上避免
口渴可以喝一些水，但如
果睡前喝太多水，往往就
得半夜起床去厕所，这对
睡眠自然会造成干扰。另
外，睡前喝太多水还容易

造成浮肿。

亥时这样做养好三焦

适度散步 睡前1小
时不要进行紧张的脑力劳
动，避免剧烈的运动或体
力劳动。如果想运动，可以
选择散散步，可以促进睡
眠。

做深呼吸 很多人睡
前因为过于兴奋，或者心
里想的事情太多而静不下
心来，入睡困难，遇到这种
情况建议在睡前静坐，配
合5分钟的腹式呼吸。全身
放松，坐着站着或者散步

时都可以，感受腹部的起
伏。

热敷眼睛 白天上班
时看了一天电脑，耗伤肝
血，眼局部气血也会通行
不畅，难免眼睛疲劳干涩，
睡前洗脸时建议加个眼部
热敷。拿毛巾先敷眼睛再
洗脸，水温可以稍热点，以
感觉不烫为度，这个简单
的小动作有助于改善眼周
围气血运行，缓解眼部不
适。

泡泡双脚 睡前烫
脚，胜服安眠药。睡前用温
水泡脚15～20分钟，使脚
部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

环。
按摩足心 泡完脚，

再做做足心按摩，只要3分
钟，就可以起到强腰固肾
的作用。每日临睡前，以拇
指按摩足心，顺时针方向
按摩100次。经常按摩足心
能够调节肾经，补益肾气，
起到强腰固肾的作用，解
除肢体疲劳，达到抗衰防
老、延年益寿的目的。

及时入睡 亥时三焦
可通百脉。人如果在亥时
睡眠，百脉就会得到休养
生息，对身体十分有益。最
好在22：30左右入睡。

（据《钱江晚报》）

追求骨感更年期提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