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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目能养神利五脏六腑

2018年6月1日 责任编辑：高玉珍 版式策划：柴建平 责任校对：玉 峰

分类广告
乘车路线：3路、4路、16路、19路、21路、26路、58路、61路、72路、76路、青城1、2号、102路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站下车即到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经营中心

QQ订稿：1169657700

收费标准

每标高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9字，正文每行11字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通知启事

▲

微
信
办
理0471-69651101502492672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广告
刊登
热线

声明·公告

腾宇教育华宇传媒艺考
传媒艺考低分上一本院校，
招生对象：高一、
高二在校生，
开设专业：
播音主持、
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表演、
音乐美术等集训开始报名。
电话：0471-253723715248069877

QQ：2214908577http://www.nmgboyin.com/

●注销公告：内蒙古沃尔福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50100MA0
MWJ4L0K）股东会于2018
年5月29日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清
算组负责人：沈大爲，清算
组成员：杨慧娟。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陈道恒遗失户口迁移证，
证号00034210，声明作废。

●贾军虎遗失河南理工大
学毕业证，身份证号:6228
26198304252719，声明作废。
●玉泉区吉至食品经销部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号:150
104600230894;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号:15012419780
3150127，声明作废。

●张九斤（身份证号15010
5194203142518）遗失万象
天地综合商住小区（回迁房
号：E号4单元23层3号，面
积86m2）拆迁房屋补偿安
置协议书原件一份，协议
编号0004384现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兴盛源商贸
有限公司遗失内蒙古银行
开户许可证查询密码，核
准号：J1910012486002，账
号 ：025101201020060607，
开户银行：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金川
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和林格尔县
社会扶贫工作促进会遗失
和林格尔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开户许可证，账号：
0500301220000000043257，
核准号：J1910008831301，
声明作废。

●内蒙古法制研究中心：
遗失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呼
和浩特中心支行核发的存
款人查询密码纸，声明作废。

●产权人：曹明遗失回民区
文化宫街22号2号楼东单
元5楼西户他项权证，他项
权证号：呼房他证回民区
字第001548号，声明作废。
声明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牛浪腾遗失左右城左城
B2-2-402购房收据，收据
号为：00001958、0004642、
0004741，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遗失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号
9742311256金额452120.50
元，开票日期2012年3月22
日，现声明作废。
●闫建国、武雪梅与内蒙古
建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的网签商品房买卖
合同原件丢失一份，合同编号
为YS(2011)00060177房
屋代码为201048，声明作废。
●朱永刚将道路旅客运输
从业资格证丢失，证件号:
1501000010011025227，从
业类别:大客。特此声明作废。

草延神医鼻炎膏
★天然植物草本无刺激★

免费试用·免费送货
咨询电话：15184766658(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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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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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声明

中医理论认为，肝开窍
于目，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
皆上注于目。因此，眼睛常
常被认为是心灵的窗口，是
人最传神的地方。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治未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夏公旭介绍，中医里对“精、
气、神”的保养非常重视。比

如《黄帝内经》中记载：“得
神者昌，失神者亡”，可见

“神”的盈与亏，关系到人的
健与衰；“神”的得与失，又
关系到人的生与亡，欲养生
者当养“神”。因此，古代修
身养性的人，经常把闭目养
神作为一种简便易行而又
行之有效的方法。

夏公旭说，对于脑力劳
动者来说，越是繁忙时，越
需要闭目养神。只要坐下
来，闭上眼睛，脑子里什么
都不想，直到呼吸平稳、全
身放松为止。他强调，闭目
养神必须要时时处处坚持

“三要”：心情要放松、入静
要安心、顺其自然要一心，

坚持如此，才能使全身经络
疏通、气血流畅，身体更加
健康。

此外，饭后也是静坐、
闭目养神的好时机。吃完饭
后，人体内的血液都集中
到消化道内，参与食物消
化，如果此时行走、运动，
会有一部分血液流向手

足，肝脏处则会出现供血
量不足的情况，影响其正
常的新陈代谢。夏公旭建
议，饭后闭目静坐10分钟
至半小时，不仅有助于养
神，还能帮助血液更多地
流向肝脏，供给肝细胞氧
和营养成分，有利于保护
肝脏。夏公旭建议，阴虚火

燥的人，表现为心烦失眠、
口燥咽干、盗汗遗精、两颧
潮红、小便短黄、大便干结
等症状，闭目养神的调节
效果更强。可随时利用空
闲时间闭目养神，帮助化燥
生津、滋养神志，一般大约
10分钟，每天至少保证闭目
养神3次。（据《生命时报》）

下不去的
高血压病根
可能在肾脏

肖先生最近查出了高血压，于是开始按
医嘱吃降压药，但一个月过去了，血压还没下
来。进一步检查发现，原来肖先生有很严重的
右侧肾动脉狭窄，他的高血压就是这个原因
造成的。放血管支架后，肖先生的血压很快控
制住了。

为什么肾的问题也会引起高血压呢？其
实，肾脏不仅是代谢器官，还有调节血压的重
要功能。肾脏或肾血管出现问题时，例如肖先
生这样，血压就会升高，被称作肾性高血压。
尽管这一情况在所有高血压中占比不算太
高，但其确诊对病人尤其是年轻病人非常有
意义。一旦确诊，只要解决肾动脉狭窄的问
题，血压就能恢复正常，病人就不必因为查不
出病因而长期吃降压药物了。

肾动脉狭窄引起的高血压与一般高血压
相比，有以下几点特征：1.30岁以前或50岁以
后突然出现高血压；2. 高血压出现后发展很
快，服用很多降压药效果都不好；伴有肾功能
恶化的趋势。如果符合上述3个特征中的任何
一个，就应怀疑肾性高血压的可能。这类高血
压和一般高血压的治疗也是截然不同的，只
要重建正常的肾动脉就可以达到降压目的，
大部分可通过放置肾动脉支架来解决。

诊断肾动脉狭窄主要依靠超声、放射性
核素检查、磁共振或螺旋CT血管造影及肾动
脉血管造影等检查，最后一项常被认做诊断
的“金标准”。肾功能不全患者宜选用非离子
化造影剂，造影后输液、饮水，以减轻造影剂
的肾损害。 （据《健康时报》）

耳朵上的穴位与我们
全身血脉相连，当人体内
脏或躯体有病时，往往会
在耳郭的一定部位出现局
部反应，如压痛、结节、变
色、导电性能等。利用这一
现象可以作为诊断疾病的
参考，或刺激这些反应点
（耳穴）来防治疾病。比如，
常年的颈椎病突然加重
了，你会发现耳朵代表颈
椎的部位可能出现特殊反
应点，例如暗红色结节、脱
屑、小疙瘩等。同样，如果
某一天耳朵上对应“扁桃
体”的反应点出现皮肤暗
红、脱屑，吞咽一下口水，
似乎觉得咽部隐隐作痛
……

常常搓耳朵，尤其是
耳朵上的痛点，能够疏通

经络，使气血运行通畅，脏
腑得到调理，达到防病治
病目的。

利用耳穴保健简单易
行，也不必记住各个耳穴
位 置 ， 只 要 记 住 这 一
招———搓耳轮即可。对于
全身而言，耳轮相当于我
们的“肺卫”功能。“肺卫”
可以保护人体免受风寒侵
袭。我们搓热自己的耳轮，
可加速耳部血液循环，改
善代谢，增强“肺卫”功能，
提高免疫力。在感冒初起，
鼻塞、流涕、打喷嚏时，搓
搓耳轮还能祛除风邪，加
速身体恢复。

具体方法：拇指、食指
指腹相对，捏住耳轮，或用
拇指和弯曲的食指侧面夹
住耳轮，从上至下或从下

至上搓揉，下至下耳根或
耳垂，上至上耳根，每天
3~5分钟，搓揉至耳轮乃至

整个耳郭发红、微烫，自觉
耳郭发热为佳。

（据《生命时报》）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
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警告称，市场上销售的
被宣称可以保护皮肤的防
晒丸，实际上几乎不起任
何作用，消费者应提高警
惕。

近年来，皮肤癌的发
病率一直在持续上升，有
些人靠吃防晒丸来防晒。
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在一份新报告中警告称，
化妆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不
受监管，充斥着很多所谓
的可以保护皮肤但实际并
不起作用的产品。保护皮
肤最好的方式是涂抹有效
的防晒霜。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官员斯科特·戈特利布
(Scott Gottlieb)表示，没有
任何药片或胶囊可以代替

防晒霜。那些声称会提供
防晒保护的口服药品，并
没有达到广告宣传的好
处。相反，他们误导消费
者，让人们面临危险。他
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已经向非法销售药丸和
胶囊的公司发出警告信。
虽然这些公司声称产品可
以防晒，但这一说法未经
证实。

报道称，美国市场上
的高级皮肤增白配方等防
晒丸都被当作膳食补充剂
销售，宣传其可以防止晒
伤，减少太阳引起的早期
皮肤老化，或降低患皮肤
癌的风险。但美国食品和
药品管理局已经命令停止
销售这些产品，或者明确
说明它们没有保护皮肤的
作用。（据《中国妇女报》）

防晒丸不能防晒

感冒搓耳好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