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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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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杨团团(身份证号15010
5194607099026) 遗失万象
天地综合商住小区 (回迁
房号:E号4单元23层4号，
面积86m2）拆迁房屋补偿
安置协议书原件一份，协议
编号00000742现声明作废。

●王丽琴遗失赛罕区乌兰察
布东路内蒙古煤田地质局家
属楼1号楼1层6单元2号他项
权证,证号:呼房他证赛罕区
字第2009114136号,声明遗失。
声明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行营业部

遗失声明
呼和浩特市屹能办公用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50105000033304）、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150105690083965）、银行开户许可证及密码
单（核准号：J1910004685601；账号：0602000709200021529；开
户行：工行呼和浩特市光明支行）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中安瑞富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911501025528305045）、国、地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911501025528305045）、开户许可证及密码单（账号：
0602003309024828364，开户行：工行呼和佳地支行，许可证
编号：J1910005600901）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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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紫云花园，1楼带小院，
128.5m2，143万13624847365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公告声明
●连云港金三角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和银行印鉴卡，核准号L19
10000642302、账号0554310
1040011579、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武川县支行，及遗失
财务章、付军强法人章、会计
周以东个人印章，声明作废。

出售金桥万豪名园，三楼，
106m2，100万1360471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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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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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销售

出租毫沁营厂房、库房共
6000m2 电话：15391128888

转让大学东街创业路
800m2餐厅18047138244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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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
回民区万达广场与维多
利时代城招聘导购数名，
待遇5000～8000，年龄
20～40有销售经验优先。
联系人：缪先生19997610591

单位招聘

电话：18247145666

诚招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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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购买滨海友谊商业
广场DE区-1049#房遗失
交房款收据一张，号00262
48，金额430707元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本人将内蒙古
隆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据的购房款收据，票号
00593291（金额231894元）
票 号 0001388 （ 金 额
12833.88元）票号00373448
（金额238924元） 票 号
0001461（金额126552元）
共4张丢失声明，声明作废。

●内蒙古恒盛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玉泉区
锡林南路恒泰盛都小区B区
5号楼1单元1202号购房定
金五千元收据遗失，收据票
号:0038876特此声明作废。

前不久，从工作岗位
退下来后，潘阿姨报了瑜
伽班，一周后就伤了腰椎。
作为新学员，55岁的潘阿
姨总是跟不上教练的动
作，看到同课堂上73岁的
学员动作做得比自己标
准，争强好胜一辈子的潘
阿姨，为了不落在别人后
面，一周连上了五节课。某
天，潘阿姨像往常一样正

在做背部前屈伸展体式动
作，下腰到极限，突然听到

“咔嗒”一声，接下来，潘阿
姨一直觉得腰不舒服。到
医院检查发现，腰椎发生
压缩性骨折，需要做微创
手术才行。

近几年，相关专家纷
纷指出，“瑜伽病”已成新
病种，主要症状以肌肉韧
带拉伤、软骨撕裂为主，还

有关节错位、脊椎错位以
及关节炎症、神经痛等。

王恒是一名从事瑜伽
运动23年的资深教练，他
说：“所谓‘瑜伽病’，不是
练习瑜伽后必然导致的结
果，而是个人练习不当造
成的。”

“瑜伽运动必须有专
业教练指导。”王恒说。动
作如何连贯、连贯到什么

样的程度、呼吸如何配合，
这些都需要专业教练的示
范和指导。然而，健身房、
网络等授课方式都存在专
业教练指导不足的状况。

王恒说，平时授课时，
很多同学在多次提示下，仍
会出现关节超伸，何况在网
上跟练，自己又意识不到。
专业的瑜伽会馆提供原理、
呼吸、冥想、休息、收束、契

合等全方位的教学，这些从
网上，学员很难学到。

记者走访多家瑜伽会
馆了解到，销售人员或多
或少会夸大练瑜伽的效
果：“练习瑜伽治疗高血
压、关节炎、失眠、头疼、心
脏病、忧郁症、胃病、月经
不调、坐骨神经痛、静脉曲
张……”“瑜伽是最好的减
肥运动，既安全又不易反

弹，高温瑜伽室对减肥有
奇效”“不用推拿正骨，跟
印度大师一起做理疗瑜
伽，颈椎、腰椎有啥毛病全
能矫正”。

王恒说：“目前，没有
太多证据表明练瑜伽可以
减肥和塑形，但可以肯定
地说，练习瑜伽可以增强
身体协调性以及平衡能
力。” （据《工人日报》）

早点吃饭更健康
按照人体生物钟作息有益健康。新兴的“时间营

养学”指出，按照人体生理节奏进餐同样重要，尤其
是尽早摄入每日所需的大部分热量并整体提前吃
饭时间。

英国广播公司5月21日报道，一项涉及女性减肥
的研究发现，午饭时间提前的女性体重减轻更多；另
一项研究则发现，早餐吃得晚的人体重指数(BMI)倾
向偏高。“人们常说，早餐吃得像国王，午餐吃得像大
臣，晚餐吃得像乞丐。我认为这不无道理。”伦敦大学
国王学院营养学访问学者格尔达·波特说。人体生物
钟决定了一天当中每种代谢过程有各自开始工作的

“最理想”时间。“这意味着，傍晚吃大餐实际上并不
对，因为身体在夜里放慢了新陈代谢。”他说。

英国萨里大学时间生物学和整合生理学讲师乔
纳森·约翰斯顿认为，提前进餐有益健康或许与人体
消耗能量的时间有关。“有一些初期证据显示，人体处
理食物所需的能量在早晨比傍晚用得多。”他建议，人
们其实没必要改变吃什么，而应改变吃的时间。

（据新华社报道）

中老年人久坐有损大脑记忆
近日，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期刊上的

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显示，久坐与成人大脑中对记忆至
关重要部分的变化有关联。

研究人员称，久坐与内侧颞叶变薄有关联。内侧
颞叶是大脑中参与形成新记忆的区域。大脑相关区域
变薄可能是中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和痴呆的前兆。

（据《中国妇女报》）

骨质疏松症患者突然腰疼可能是骨折了
前段时间，94岁的市

民刘先生突然腰疼，到医
院一检查，竟然骨折了。但
是，刘先生并没有出现明显
的外力损伤。接诊的大夫
说，老人的骨折，医学上称
为腰椎骨质疏松性骨折。

据介绍，骨质疏松性
骨折是脊柱外科常见的疾

病，一般来讲，老年人特别
是绝经后女性，由于生理
机能退变、钙离子吸收减
少，基本上都会出现骨质
疏松症，年龄越大，骨质疏
松越明显。重度骨质疏松
症患者，全身骨质变脆弱，
年轻时“坚如铸铁”的骨骼
如今变得“脆如纸板”，轻

微的外力如用力咳嗽、弯
腰拾物等都可能引起椎体
骨折。

据介绍，骨质疏松性
骨折的特点是腰背部持续
疼痛，在床上翻身或下地
活动后疼痛明显加重，休
息及对症治疗后仍不能缓
解。患者负重后导致骨折

椎体进一步压缩，脊柱后
凸畸形，严重的会造成神
经受压，可能导致双下肢
麻木无力或大小便功能障
碍。因此，老年人特别是骨
质疏松症患者，突然出现
腰背部疼痛千万不能大
意，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检
查。 （据《大河报》）

吃烤肉时皮肤会吸收烟雾毒素
烤肉香气恐怕存在

被低估的健康风险。美
国侨报网援引合众国际
社5月25日报道，众所周
知，在高温下烤肉会产生
被称为多环芳烃（PAHs）
的致癌化合物，人们会因
为 嗅 到 烤 肉 香 味 吸 入
PAHs。但最新的一项研
究表明，当烧烤食物时，
皮肤接触PAHs的程度甚
至比吸入香味更严重，即
使穿有衣服也不能完全
保护你。

研究人员指出，PAHs
可能会导致肺部疾病和

DNA突变，虽然吃烤肉是
最常见和最主要摄入PAHs
的因素，但以往的研究已

表明，站在烤架旁边并呼
吸含有PAHs的空气也是危
险的。

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
不同情况下体内摄入PAHs
的差异。志愿者的尿液样
本显示，摄入PAHs最严重
的是直接吃烧烤食物，其
次是皮肤接触，最后才是
吸入烧烤烟雾。

据报道，衣服可以帮
助人们暂时隔离烟雾，但
只是短期的，一旦织物被
污染烟雾浸透，皮肤就会
吸收高含量的PAHs。因此，
为了减少对这些有毒物质
的接触，研究人员建议在
烧烤后立即清洗衣服。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