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吃坚果可以降心律不齐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一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适量坚果

关联心律不齐和心脏衰竭风险较低。
研究人员分析超过6.1万名45岁及以上瑞典人的健康

数据，随访17年。计入研究对象年龄、性别、生活方式、饮
食、糖尿病和心脏病家族史等心脏病风险相关因素后，研
究人员发现，坚果食用量多关联房颤和心衰风险较低。

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不齐，关联中风风险。研究人员
在由《心脏》期刊刊载的论文中写道，越是经常食用坚果的
研究对象，罹患房颤风险越低。一个月食用1至3次的研究
对象，房颤风险降低3%；一周食用一两次，房颤风险低
12%；一周食用不少于3次的研究对象，房颤风险降低18%。

此外，每周适量食用坚果还关联心衰风险降低20%。
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坚果富含健康脂肪、矿物质
和抗氧化成分，这些都有益心脏健康。不过，专家提醒，“别
吃加盐的坚果，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或有心衰家族史的
人。”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研究人员研制
出一种纳米机器人，能由
超声波推进在血液中游
走，清除病菌及其产生的
毒素，将来有望成为安全
有效的解毒手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圣迭戈分校在新一期
《科学·机器人学》杂志上
发表报告说，该校研发的
这种机器人已在试验中
成功清除了血样里的一

种“超级细菌”和毒素。
新型机器人由黄金

纳米线制成，宽度约是
人类头发丝的二十五分
之一，表面有特殊的混
合细胞膜涂层，由人类
血小板和红细胞的膜结
合而成。

混合细胞膜涂层拥
有血小板和红细胞表面
的多种功能蛋白质，因而
具有一些生物功能，可与

病菌结合并清除毒素。黄
金纳米线在超声波影响
下能在液体中移动，促进
其与清除目标有效结合，
它在血液中的运动方式
很像天然细胞，速度可达
到每秒35微米。

研究人员选用被耐
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
菌这种“超级细菌”污染
的血样进行测试，结果发
现，用纳米机器人处理5

分钟后，血样中病菌和毒
素水平较未处理血样大
幅降低。

这项研究尚处早期
阶段，研究人员希望能借
助这种机器人开发出适
用于多种情形的通用解
毒手段。接下来他们将在
活生物体内进行测试，并
寻求用可生物降解的材
料取代黄金。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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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从几个方面入手克服拖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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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大学东街创业路
800m2餐厅18047138244 房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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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毫沁营厂房、库房共
6000m2 电话：15391128888

出租转让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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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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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内蒙古河套集团百
吉纳酒业诚聘库房保管、销
售经理、区域经理、业务员，
同时诚招各地代理商：1514710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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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招聘
●本人郑红霞，身份证号150
121198304131146，由于疏
忽不慎，将呼和浩特恒大雅
苑8#2-901认购书收据联
（收据联编号0002289）丢失，
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与
内蒙古昌盛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无关。特此声
明作废。声明人：郑红霞。

●赛罕区游翔宏建材经销部
遗失内蒙古增值税电子普通
空白发票18份，发票代码:015
001600111，发票起止号码:
11957706-11957723及遗失
金税盘，社会信用代码1502
0219710812301X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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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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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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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号6080元/人起（呼市起止）
发班日期：2018年7月5号 6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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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9号6080元/人起（呼市起止）

天津\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箱根半自助四飞7日游（天津航空，东京一天自由活动）
发班日期：2018年6月30号6080元/人起（呼市起止）

2018年7月7号 6680元/人起（呼市起止）

●赛罕区昊丽内衣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150
105600215433，声明作废。

●本人遗失内蒙古恒诺实业
有限公司下属呼恒新业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具的铁宾
底店发的魂商铺保证金票据
一份金额3000元声明丢失。
●本人遗失内蒙古恒诺实业
有限公司下属呼恒新业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具的铁宾
底店昌平烟酒商铺保证金票
据一份金额3000元声明丢失。

●本人遗失内蒙古恒诺实业
有限公司下属呼恒新业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具的铁宾
底店奥得奥电子商铺保证金
票据一份金额3000元声明丢失。

●呼和浩特市天聆听力设
备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内地税字15010
5680041569号，声明作废。
●温士元因拆迁注销玉泉
区通顺南街70号产权证，
产权证号04740，特此声明。

●范 少 坚 (身份证号 :
152824199309207713)因个
人人事代理协议书丢失特
登报挂失，档案号:40240，
协议号:161919，声明作废。
●郭晓晖、邓茹茹与内蒙古
巨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
的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
件丢失1份，合同编号为：
YS(2012)00017900，房屋代
码为：844658，声明作废。

做“正经事儿”往往比
较困难，需要消耗大量的
精力，有一些人因为对自
己要完成的任务不感兴
趣，所以会一直拖着。还有
少部分人为了追求最后的
完美结果，感觉自己一直
没有准备好，也会拖着。沉
迷于拖延所带来的短暂快
乐或是最后期限完成任务
所带来的刺激而故意拖

延，也是一些拖延者的真
实内心写照。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
学教授约翰·佩里曾说，从
事富有创造性工作的脑力
劳动者最容易产生拖延倾
向。也就是说，与机械重复
性的工作相比，需要全身
心投入的脑力工作者更容
易产生拖延。

拖延症虽然不是一种

精神性质的疾病，但在学
校和职场中影响较为明
显。由于大多数在校大学
生没有承担太多的责任，
缺乏约束，很容易“放飞自
我”。而对于对工作既不喜
欢也不讨厌的职场人来
说，工作只是一种谋生手
段，更容易造成拖延。

优秀的人有明确的目
标，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所

以做事有强大的内驱力和
兴趣。如果说短期内树立明
确方向比较困难，可以考虑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排序 把要完成的任务
按照重要程度排序，并且明
确这样排序的理由是什么。
这样做，任务框架十分清
晰，做起来速度也会加快。

分解任务，考虑这项任
务最终想达成什么样的效

果，把要实现的目标分解为
具体的步骤，并限定时间完
成。任务分解后，可以从最
简单的事情慢慢开始做。

设定期限 ，比如设定
提前一天完成，或是将时
间调快。经常这么做会形
成习惯，如果没有在自己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即便
真正的最后期限来临，也
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做，会

有一个缓冲。
重视环境，比如大学

生脱离打游戏的寝室来到
自习室或图书馆，就能产
生学习兴趣。我们不能低
估环境的影响力，尤其是
一个人工作或学习的时
候，要远离手机等电子产
品的诱惑，把它们放在我
们伸手够不到的地方。

（据《大河报》）

眼袋严重或导致白内障
眼袋长期存在，会加速眼部衰老，导致下眼睑皮肤松弛、

出现皱纹、加重黑眼圈。眼袋不光影响容貌，还会影响健康。
据介绍，眼袋是因眶隔筋膜内三团脂肪膨出及眼轮匝

肌支持结构松弛而产生的，其形成主要和熬夜、遗传、用眼
过度、疾病、衰老等原因有关。眶隔筋膜内的脂肪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逐渐膨大，如不及时祛除易引起视疲劳，久而
久之视力就会下降。如果眼袋严重并且没有及时治疗，还
可能会间接导致白内障。眼袋过大，眶隔筋膜内脂肪会撑
起眼部周围的皮肤，时间久了，导致眼部皮肤弹性纤维断
裂而出现皮肤松弛，从而引起眼睑外翻，使结膜长期暴露，
易引起细菌感染而导致结膜炎。当炎症波及角膜时，会伤
害视力。 （据《山西晚报》）

如果一片药的剂量
超过一顿该吃的剂量，很
多人会选择掰开吃。但需
要注意，有些药掰开吃，
可能会出大问题。

1.缓释片、控释片。缓
释片、控释片，就是慢慢
释放的药片，这种药一般
会有一层控释衣膜，透过
这层膜，药物能够匀速地
释放到血液里，并保持一
定的浓度。如果把它直接
掰开或者磨碎，本该慢慢
释放的药物会一下释放
出来。很多控释片都是心
血管类药物，比如降血压

的硝苯地平控释片，药量
超标容易引起血压骤降、
心跳过速，甚至出现生命
危险。

只要写了X释片，即
使药片上有刻线也不能
掰开吃。药片上面的刻
线，有的是为了划分剂
量，有的是为了方便吞
咽。

2.肠溶片。药物做成
肠溶片是因为药物对胃
黏膜有刺激性，会伤胃。
在胃里，药会受胃酸、酶
的影响而失效，为了保
证它们能安全到达小

肠，没有太多的损耗，必
须包裹肠溶衣。所以如
果把肠溶片掰开或者磨
碎吃，失去了保护层，不
只会让药物失效，还可
能伤胃。

3.胶囊。有些药是因
为口感不好、容易挥发、
容易呛进气管才做成胶

囊。有些药物是因为容易
被唾液、胃酸分解，或者
对胃有刺激性才做成胶
囊。去掉胶囊壳只吃粉
末，不只会浪费掉黏附在
胶囊壳上的药物，还可能
会呛到自己，或者让药物
失效、刺激胃黏膜。

（据《中国妇女报》）

这几种药片不要掰开吃

新型纳米机器人可清除血液中病菌和毒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