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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帝为什么大多不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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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销售
处理顶账房
二环南观澜国际高层
103m2毛坯现房，42万，
低价处理！2503938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出租转让

●内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
公司名下车辆蒙A81841、蒙
A40371、蒙A09744、蒙A15
505、蒙A15480、蒙A15526。
在2015年已到报废期限，
并且已进行正规报废处
理。特此声明。

●声明：车主李玉田（身份
证号：1501021956040925
10）车牌号：蒙A28237原与
贺义全合伙开办土左旗宏
建石料加工厂，将车给贺义
全使用，请贺义全在登报起
45日内与车主李玉田联系办
理过户等有关手续，否则，一
切后果由贺义全负责。声
明人：李玉田2018年5月31日
●注销公告：包头市百和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50204061
600819F）经股东决定，即
日起公司解散，清算组成
立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
见报后30日内到公司结算
清现，未接到通知的自此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赵美荣遗失身份证，号:152
103197805161524声明作废。

●土默特左旗广盛建材经销
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号：
150121600000017声明作废。

●不慎将土默特左旗广盛建
材经销部（法人李玉田）公章
和营业执照丢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地方病研究所将坐
落于新城区健康路5号房屋
产权证遗失，房屋所有权证：
呼字第01111号，特此声明。

●声明：原李玉田、张富荣、
贺义全等四人合伙开办土左
旗宏建石料加工厂，政府于
2016年已下令关闭，现声明：
李玉田和张富荣已退出，以后
发生一切债权债务等与李玉
田、张富荣无关。声明人：李
玉田、张富荣2018年5月31日

●王蒙遗失中州大学毕业
证，证号110681201206002
462声明作废。

●赛罕区美英饸饹馆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1501
05600364582声明作废。

●巴彦淖尔经济开发区粮
油肉配餐门市部遗失税务
登记证，纳税人识别号：1528
24196606102826，声明作废。

●玉泉区金慕游戏厅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150
104600386056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历史学会遗
失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
一代码：511501005027113
63Y声明作废。

●李海军遗失聚泽园7-1-
15东购房发票一张,发票号
01212585,金额364271元。
●冯杰(150105198409057
317)不慎将锦绣福源小区
B1-3-23西房屋预订协议
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陈慧（身份证号:150104198108091048）不慎将

购买内蒙古海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亮广场E幢28
层2811，2812室的合同及发票丢失。该合同编码为:
1380，1381。此发票开具时间为2010年4月28日，发票
金额为人民币141596元，该发票编码为：00020478、
00020479；此发票开具时间为2010年4月14日，发票金
额为人民币30000元，该发票编码为：00020373、
00020374。现特此声明作废，由此引起的后果由本人承
担，与内蒙古海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慧 2018年5月30日

公 告
根据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6）内0102执780号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内
0102执780号，将乌云格日勒、郝建功坐落于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东五纬街18号东岸国际B区30号楼－1至1层2
单元－101号的房屋，面积371.47m2，执行过户给张宇
俊（身份证号150121197912117116）。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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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根据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7）内0105执恢515号之一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7）内0105执恢515号，将武建峰、吴日娜名下坐落
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希望街新希望家园东B1－1号
楼2层3单元201号的房屋，面积174.31m2，执行过户给
张宇俊（身份证号150121197912117116）。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30日

公告声明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梁卫刚（152523199002
150019）李思思（15262619
8806246729）购买呼和浩特
市华能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兴安家园俪晶阁3号楼
1703购房合同丢失，合同编
号：YS（2016）00022876，房屋
代码：1106725，声明作废。

最近，北京协和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文
慧连续看了两位40～50岁
的男性患者，他们患糖尿
病时间并不很长，只有1～
3年，血糖控制得也不算
差，但就是手脚麻胀，冬春
季更严重。这是不少糖尿
病患者困惑的问题。

糖尿病治疗分为三个
方面，第一是营养治疗，第
二是降糖治疗，第三是循

环治疗，如果只关注血糖
自然可能会有偏颇。

首先，营养方面应该
减少外出进餐，实在回避
不了，也应该在餐桌上多
吃主食和素菜及凉拌菜，
少吃油大的菜或肉类。每
天运动时间少了，腹型肥
胖和高血脂、脂肪肝自然
会找上门来，也可能会因
高脂饮食形成乳糜血，又
缺乏消耗而到处形成管壁

增厚、动脉硬化和斑块。
第二，降糖方面，首先

要争取血糖控制得较正
常，较稳定；其次，要争取
通过降糖治疗促进动脉硬
化的预防和血液黏稠度的
降低，这对降糖选药是有
要求的。总体来讲，既要考
虑降糖，又要兼顾控制动
脉硬化和血液黏稠度。

第三，循环治疗，有些
患者多年来存在血脂偏

高，因为没有症状也就没
有考虑用药治疗，更有甚
者，已经有了动脉硬化、血
管斑块、脑梗或冠心病，却
仍顾虑降脂药的副作用不
肯长期使用降脂治疗，这
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建议
糖友应分别从饮食调整、
加强运动、戒烟限酒和调
整促进循环的药物入手进
行循环治疗。

（据《健康时报》）

在众多帝王题材的影
片中，总能听见臣子们高
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
岁!”既是一种封建礼仪，也
体现帝王对于长寿的希
冀。但养尊处优的皇帝，真
的都能长寿吗?

记者根据《中国帝王
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
记录的中国皇帝寿命列表，
统计发现，自秦始皇嬴政到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302位皇帝平均寿命仅有
40岁，其中257位皇帝的寿
命不超过60岁。

除去医疗条件等客观
原因，皇帝的寿命短，也多
与生活习性有关。

饮食无度致慢性病高发

“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古代帝王们拥有着当
时最好的物质生活条件，

养尊处优，饮食肥甘厚味，
往往易患“膏粱之疾”。

宋明帝刘彧即位时，
年仅27岁，正值生理黄金
期。然而，由于身体过于肥
胖，锦衣玉食之下，身体状
况也是一日不如一日。据
《宋书》记载，即位后的刘彧
不再励精图治，过上了骄奢
淫逸的生活，贪吃多睡，且
经常暴饮暴食。吃烤猪肉，
一次能吃两百块。《宋书》还
记载，刘彧甚至因为肥胖失
去了生育能力。

即便病倒，刘彧食量
依然不减。到了生命最后
一刻吃得最多，吃到嗓子
眼，立刻就要断气了，仆人
给饮下数升酢酒缓解症
状，但腹胀更加厉害，他依
然不停地吃糟汁(米酒)，吃
进去3升。结果没多久离
世，年仅34岁。

据统计，在300余位皇

帝中，其中病亡者有208
人，其中导致死亡的疾病
中，心、脑血管疾病是高发
疾病之一。两宋尤其是北
宋皇帝的死亡原因大多是
高血压引发的脑血管疾
病。北宋9位皇帝中———真
宗、仁宗、英宗、神宗都患
有脑血管疾病。

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
改善，肥胖致病越来越成为
寻常百姓家不容忽视的问
题。全球营养改善联盟
(GAIN)发布的最新《全球营
养不良状况报告》显示，中
国有超3亿人属于超重和肥
胖人群，居世界首位。

日夜操劳易患精神类

疾病

康熙皇帝曾在遗诏中
解释过为什么历代皇帝短
寿：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

皇帝面对政务之烦，使人
不胜其劳。当了皇帝，就没
有退路，不能退休。

明光宗朱由检在位期
间，面临内忧外患，朝政动
荡不安。《明史·本纪第二
十四》记载，朱由检在位17
年间，内宫从未听过管弦
之声，公鸡还未打鸣，就开
始伏案疾书，不到二十岁
就头发尽白。

1644年4月，农民起义
军领袖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后，年仅35岁的朱由检无法
面对亡国的现实，自杀身亡。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
的似为躁郁症。拓跋珪早
期南征北战，战功赫赫，但
是在建立北魏之后，却陷
入两难境地，不能像汉族
皇帝一样轻易驾驭政权，
处处受人制约。对于身边
的大臣，拓跋珪也都充满
了不信任，动不动就大叫。

在精神疾病长期困扰之
下，拓跋珪于39岁离世。

压力导致的精神类疾
病，如今也并不鲜见。2017年
5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
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精
神心理疾病患病率高达
17.5%，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不良生活习惯影响寿命

尽管造成这些帝王早
死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
主要的一条，无疑跟生活
习惯太坏有关。据《北齐
书》记载，北齐文宣帝高
洋，“沉酗既久，弥以狂
惑”，“暨于末年，不能进
食，唯数饮酒，曲蘖成灾，
因而致毙”。高洋长期酗
酒，后来甚至不吃饭只喝
酒，导致死亡。高洋离世
时，年仅31岁。

元太宗窝阔台也可能

是急性酒精中毒致死。根
据《元史》记载，十三年十
一月，窝阔台出门狩猎返
回时，“帝欢饮，极夜乃罢，
辛卯迟明，帝崩于行殿”。

东汉末年哲学家、文
学家仲长统撰著《昌言》一
书中指出，这些皇帝们大
多在尚未成年之时就已早
婚早育，使其子女更加柔
弱多病。这种体质低劣的
孩子再度重复其父辈放纵
的生活方式，谁也无法避
免重蹈覆辙，于是病弱者
代代相传，个个都很短命，
乃至形成恶性循环。

以东汉时期的帝王寿
命为例，整个东汉时期总
共有14个皇帝，除了5个死
于幼儿或少年时期的不计
以外，在9个成年皇帝中，
活到40岁以上的仅有3人，
其他6人都是英年早逝的
短命者。（据《健康时报》）

糖尿病患者手脚麻胀别不当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