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流行的减肥方
式有很多，有人选择每餐
开水烫白菜，有人选择喝
减肥茶，有人选择代餐
粉，或到非医疗机构拔罐
针灸按穴减肥等，这些方
法并不可取。

在短时间内迅速减
重，在这过程中，迅速减
掉的除了脂肪，还有人体
的瘦肉组织（核心成分是
蛋白质、肌肉等），这些组
织丢失后，造成人体基础
代谢率下降，身体能量就
会消耗降低。于是，就算
吃和以前同样的食物也
更容易发胖了。同时，由

于同样的重量，肥肉（脂
肪）比瘦肉（肌肉）的体积
要大得多，所以体重反弹
时新增的脂肪取代了原
来瘦肉组织的比例，身体
看起来会更臃肿。

膳食专家指出，目前
减肥药主要有非处方药
奥利司他，原理是在胃
肠道中和负责消化食物
中脂肪的酶结合，从而
抑制脂肪酶的活性，阻
止脂肪在消化道的吸
收，进而起到减肥效果。
但是奥利司他只抑制脂
肪酶分泌，并不能抑制
淀粉酶，对本身是饮食

结构中碳水为主的人，奥
利司他的减肥作用显得
薄弱。另外，每个人的体
质不一样，想要瘦下来，
最佳方式是健康饮食与
运动相结合，保持健康体
重是底线。目前，不少医
院已开设减重门诊，如果
是过度肥胖的人士，建议
先去医院检查是否有影
响体重的身体疾病，再在
科学指导下合理减肥。减
肥要注重科学性，不要片
面追求快速减重的目的，
正常一周最多减重一公
斤，一个月2～6公斤。

（据《广州日报》）

饭点儿已到却仍未进
餐，你可能不只是感觉饥
饿，还会变得焦躁易怒。美
国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能
够正视这种由饥饿引发的
情绪变化，可以避免人们
在餐前莫名发火。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研究人员召集200名学生，
把他们分为节食或吃饱饭
两组完成同一套冗长繁琐
的计算机考试。根据实验设
计，在即将完成任务时电脑
会崩溃，这些学生将因此受
到考官指责。结果，相比吃
饱饭的学生，饿着肚子的学
生更倾向于认为考官是“讨

厌的人”。另一项实验中，研
究人员向400人展示同一个
中文符号，结果，饿肚子的
人更倾向于认为这个符号
令人不快。

先前研究证实，饥饿的
人易怒。英文甚至由“饥饿”
(hungry)和“愤怒”(angry)两
个单词结合衍生出形容这
种状态的新词hangry。新词
已经收录进《牛津英语词
典》。至于人们饥饿时为何
易怒，先前解释认为是血糖
水平降低所致。

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
人员认为，这涉及更复杂
的原因，例如饥饿时人体

内会释放更多可体松，这
种压力激素会令人焦躁不
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
一饿就会发火，而是饿着
肚子时较为易怒。

北卡罗来纳大学助
教、研究牵头人之一克里
斯滕·林德奎斯特说，令人
吃惊的是，人们并不善于
识别自己的“饥饿信号”。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提
醒人们注意因饥饿引发的
情绪变化，免得饿肚子时
稍有不满就情绪崩溃。

研究相关论文发表于
美国心理学工作者学会出版
物《情感》。（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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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项目部声明
经公司研究决定，对内蒙古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第十九项目部进行撤销。从公司作出登报
声明之日起，撤销的项目部所有印章声明作废，
不得再以公司下属机构的名义从事任何业务，从
声明之日起撤销的项目部从事的行为与我公司
无关，完全属于个人行为。特此声明。

内蒙古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3日

公告
2016年12月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清产核资专项审

计要求呼和浩特市供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挂账多年
的往来款项进行损益调整，现涉及以下公司：呼和浩特
金桥开发区顺通排水服务部，呼和浩特市筑友建筑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玉泉区康巨水电暖安装服务部，内蒙古
有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荣凯商贸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鑫兴源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请
以上公司在该公告发布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与呼和浩
特市供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核对往来款项，如未核对，
视为自动放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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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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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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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转让
出租毫沁营厂房、库房共
6000m2 电话：1539112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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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邢富亮先生：看到报纸请
尽快与单位联系，处理编
制转移事宜。从登报起十
日内未能与单位联系说明
个人情况，将按自动离职
处理。 内蒙古煤炭建设
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维果商贸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和密码
纸，核准号J1910010593601，
账号150017066930525119
7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
达支行，声明作废。

●内蒙古鑫阳农机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1月7
日开具给内蒙古星连星牧
业有限公司的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联丢失，票号
00570366，货物名称为配
件（附清单），价税合计
25345元。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遗失银行密
码函，核准号：J1910005201
703，账号：0203501220000
000014739，开户行：呼和
浩特金谷农商银行玉泉支
行，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内蒙古自治区
盲人按摩学会，社证字第
F029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150000502699456W，
组织机构代码502699456)
经学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
会同意即日起注销，学会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特此公告。2018年6月13日
●郭艳伟（15210319870522
0317）遗失呼和浩特恒大名
都10089号地下车位购房
收据一张，编号658575，金
额455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新城区宇杰沙葱羊肉串
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10
2MA0N9TX81B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知墨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及密码函，核准号J19
10007603701，开户行:中国银
行呼和浩特市明珠支行，账
号152419591516特此声明。
●董瑞祥因拆迁注销呼市
郊区西菜园乡西龙王庙村
产权证，产权证号:000244。
●张若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150166212声明作废。

●董瑞祥因拆迁注销回民区
钢铁路南巴彦淖尔南路西
综合楼北单元五层南户产权
证，产权证号:2004022360。
●呼和浩特市亿隆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副本，核准号J19100081488
02、账号154022278596、开
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如意四纬路支行，声明作废。
●赵晓蕾不慎将银泰尊邸
1号楼1单元11层中户的购
房收据原件一份丢失，收
据 号 ：0166616， 金 额 ：
29000，声明作废

●蒙B29K85，保单号为
PDDG201815010000424强
险标丢失，特此声明。

●内蒙古地矿局遗失机场
路北、南店村南、糖研所西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两本，
证件号：呼国用（93）字第
002366号和呼国用（93）字
第002367号。声明作废。
●王智松遗失宁夏大学大专
毕业证，证书编号：107495
201206001954，特此声明。

●张娜遗失就业失业证，号
1501020113002625声明作废。

生活中“小病乱投医”
的人实在不少，有些甚至
会在亲朋好友的鼓动下，
对不是病的生理表象进行
过度用药和治疗。到底哪
些“病”是不需要过度担心
和治疗的呢？

宫颈糜烂是正常变化

很多女性一听到“糜
烂”就忧心忡忡，其实宫颈
糜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糜烂，只是慢性宫颈炎的
一种表现形式。过去，由于
错误认识，它一度被当做
一种病理现象，但如今，

“宫颈糜烂”已不再出现在
妇科教材中，取而代之的
是“宫颈柱状上皮异位”。

一般情况下，轻度糜
烂完全不用治疗；中重度
糜烂或影响正常性生活与

生育的，可到正规医院进
行物理治疗。作为一种正
常生理变化，去体检的女
性十有八九都会诊出宫颈
糜烂，不需要过分恐慌，更
没必要将它与宫颈癌联系
在一起，注意每年定期进
行宫颈的防癌筛查即可。

前列腺炎无碍生活

前列腺炎是男性泌尿
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疾
病。因为是隐私部位，很多
人觉得难以启齿，常会选
择去一些“低调”的小诊所
就诊。但事实上，大多数慢
性前列腺炎不用专门治
疗。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
只有不到10%由感染引起，
大多数病因并不十分明
确。慢性炎症在身体各部
位都有，就像关节炎一样，

没有严重症状，不必过分
担心。如果听信非正规医
生建议，过度使用抗生素
或插管治疗，反会产生感
染风险。如果没有明显尿
频、尿急、尿痛等症状，可
通过定期查体，避免久坐，
多参加运动，杜绝辛辣饮
食等方式缓解。

心脏早搏没症状不用治

正常心跳是匀速、规
律、速度适中的，但如果是
心脏早搏，规律的心脏跳
动中就会出现一个提早的
心跳，然后是一段较长的
间歇。心脏早搏是一种最
常见的心律失常，病理和
生理变化都会导致心脏
早搏。一般情况下，如果
早搏是体检查出来的，没
有明显不适症状，可不必

治疗。若早搏症状明显，
出现心慌、气短、胸闷、胸
痛等症状，或患有其他心
脏病伴随早搏症状，则不
应掉以轻心，需及时就诊
治疗。

骨质增生未必是病

一听患了骨质增生，
很多人都会担心。骨质增
生是人体骨骼的退行性变
化，俗称“骨刺”，是人体对
关节负重老化的机体表
现。有些骨质增生则是为
了适应外力变化，人体关
节和脊柱产生的自我保护
反应。骨质增生不一定是
病，如果没有疼痛、关节肿
胀、行动功能障碍（如不能
伸直、弯曲肢体等）等临床
症状，不需要治疗；反之则
应到医院诊治。

慢性浅表性胃炎八成

人都有

慢性浅表性胃炎是胃
黏膜呈慢性浅表性炎症的
疾病，属慢性胃炎，为消化
系统常见病。调查显示，慢
性浅表性胃炎的检出率达
80%～90%，即便是健康人
群进行胃镜检查，都可能发
现这种病。慢性浅表性胃炎
只是一个病理诊断，很多人
不会出现明显症状，只有到
了显微镜下才能看出是否
有黏膜表层的糜烂和水肿
等变化。有了这个病理诊断，
并不意味着你身患严重胃
病。只有出现胃部疼痛、肿
胀、消化不良、恶心等症状才
需就诊。建议平时养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避免吃过于寒
凉、辛辣的食物，不暴饮暴
食，主食注意粗细搭配，烹调

少油少盐，以缓解胃部炎症。

甲状腺结节九成是良性

体检中查出甲状腺结
节的情况非常常见，不少人
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肿
瘤。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
会调查显示，每5个人中就
有近1人有甲状腺结节，其
患病率已从原来的10.2%上
升到18.6%。不过，对此不必
过分担心，因为85%～95%
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
既不需要用药也不需要手
术。实际上，过去很多甲状
腺癌患者都是带癌生存的，
因此甲状腺癌也被称为“不
死的癌症”。查出有甲状腺
结节的患者，只需注意休
息，避免疲劳，定期甲状腺
超声查体，警惕变异增大。

（据《生命时报》）

别让饥饿激怒你 减重太快伤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