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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饮食”降低癌症死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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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韩红旭遗失呼和浩特市
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屋拆迁回迁安置住房合
同，编号001508特此声明。
●张建宾遗失身份证，号150
105198808250114声明作废。

●家人不慎将惠恩林骨灰
寄存证丢失，声明作废。
●刘建兵遗失身份证，号150
105198509154616声明作废。

●徐嘉昕遗失身份证，号150
1021995101401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阿荣旗日平大
鹅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150721NA000788X，经成
员大会决议解散合作社经
营，并拟向工商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合作社申报债权。

第二干休所（主所）营院绿化及通信线路改造工程和
第二干休所（西院）营区道闸、公共设施改造等零星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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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干休所（主所）营院绿化及
通信线路改造工程和第二干休所（西院）营区道闸、公共设施改造
等零星整修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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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要求详见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www.
nmgjqzbw.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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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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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000707月泰国

泰精彩—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8日（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7/17/24号34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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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28号4380元/人
网址：WWW.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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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000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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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号6999元/人（呼市起止）
发班日期：2018年8月25号 5580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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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号 6999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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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号6999元/人起（呼市起止）
网址：WWW.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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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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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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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声明

聘男女特卫协助交警特警
工作，劳务派遣制3679985

单位招聘
诊所招商回民区社区卫生服务
站门诊部寻合作18547102891

招商加盟

聘退休医生，不坐诊、不坐班，专
业年龄不限有医师证13358773588

呼市旅游度假村寻求有实力。
合作伙伴15847431848

●张振义遗失塞外安居新
城A13－2－401室公租房
租 赁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GXC20172900声明作废。

●马丽霞不慎将绿地城东
区2期-2VIP尊享卡，卡号
0001593，所属价值1000元
的排号卡丢失，特此声明。

●孙小冷遗失身份证，号412
702198302033621声明作废。

●曾修山遗失万锦创客星
空4－703室购房定金收
据，收据号0137965金额
10000元，开具日期2016年
9月10日及购房首付款收
据，收据号7776577金额
88943元，开具日期2017年
7月22日，声明作废。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
司遗失山东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3700163320；
发票号码 26450851金额
4800元，声明作废。

●韩桐凤遗失身份证，号150
105195801220023声明作废。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不特意吃什么或不吃什么
的“全饮食”可大幅降低癌
症患者死亡风险。

佛罗里达大学健康专
家卡尔亚尼·索纳韦恩领
导的研究小组分析一项涉

及3.4万名美国人的全国性
调查所获数据。在这项
1988年至1994年做的调查
中，调查对象需要填写每
天饮食记录。

索纳韦恩和研究伙伴
特别留意调查对象中1200

名癌症患者的饮食记录，
随后追踪他们的存活情况
至2011年。

对比饮食记录和存活
数据，研究人员发现，饮食
全面、健康、均衡的癌症患
者死亡风险比采用其他饮

食方式的癌症患者低65%。
索纳韦恩告诉英国

《每日邮报》：“我们为这一
发现吃惊。我们预计这样
的饮食方式与癌症死亡风
险降低相关，但没想到降
低幅度会这么大。”

研究人员解释，所谓
健康、均衡的“全饮食”就
是按照美国农业部发布的
膳食指南吃多种蔬菜、水
果、全谷物、蛋白质和奶制
品。

研究没有评估患者实

际寿命与预判寿命之间的
差距，也没有涉及运动的
影响。不过，研究人员说，
即便计入其他可能影响存
活率的因素，“全饮食”与
降低癌症死亡风险仍有显
著关联。（据新华社报道）

“ 病 人 一 年 比 一 年
多。”近日，武汉市第一医院
皮肤科医生吴娟告诉记者
一组数据：自2008年皮肤科
成为国家级化妆品不良反
应监测中心以来，上报数从
最初的每年不到10例，到
2014年近100例，去年达到
142例，共计679例，9年翻了
14倍。5月底，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公布了首批12家国
家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
价基地，武汉市第一医院作
为湖北唯一一家位列其中。

化妆品不良反应医疗
质量管理小组组长、皮肤科
主任医师陈柳青介绍，在医
院收录的化妆品不良反应

案例中，面膜出问题的占了
绝大多数，已经成了“毁脸”
的重灾区。以往网购面膜敷
出问题的多，现在朋友圈海
外代购出问题的也不少。此
前门诊接诊过一名42岁的
女子，3年来该女子经常到
美容院去做护理和使用祛
斑美白产品，一年前停止
后，面部很快出现潮红、痛
痒、紧绷和干燥不适等。医
生诊断她是玫瑰痤疮合并
激素依赖性皮炎。因其皮肤
对激素的“毒瘾”依赖太重，
治疗面部不适需加大药物
剂量，每次她都难受得嚎啕
大哭。2个月后，症状才开始
出现缓解。陈柳青告诉记

者，激素依赖性皮炎治疗十
分棘手，患者的皮肤对激素
产生依赖，仿佛染上“毒
瘾”，治疗像戒毒一样难。

作为武汉市食药监局
咨询委员会专家，陈柳青告

诫广大女士，皮肤只用两样
护肤品就够了，一是保湿，
保护好皮肤屏障；二是防
晒，防止皮肤晒伤加速衰
老。去角质的产品，尽量不
要用。 （据《武汉晨报》）

夏季感冒喝姜汤可能适得其反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夏天感冒，不能随便

喝姜汤。若是暑热、暑湿引起的感冒，喝姜汤会适得其
反。另外，捂汗也是大忌。出汗再多，也不能退烧。

热伤风的概念来源于传统中医学和民间说法，即
在炎热的夏天患的感冒。其实，热伤风只是夏季感冒中
的一种，是以阳热、暑湿夹杂为主的暑湿型感冒。但随
着冰箱、空调使用增加，夏季感冒不再局限于暑湿型感
冒。患上夏季感冒者大多有浑身汗水突然进入冷空调环
境，起病较急。症状有咽部干痒或灼热感、喷嚏、流涕，可
伴有咽痛、四肢乏力、头痛头涨等症状。一般5～7天痊愈。
有的人还会合并单纯疱疹或淋巴结肿大等。此时，切忌喝
姜汤用以发汗，有可能越喝越重。 （据《健康报》）

喝水少当心3种病找上门
平时喝水少，当心3种病找上门。
1.便秘。水喝得少容易出现大便干燥，甚至便秘。

正常形态的大便65%都是水分，如果水没喝够，身体缺
水，肠道就会过度吸收食物中的水分，使得大便变干。

2.结石。通过代谢身体中的水分可以排出毒素，但
在缺水的情况下，排尿会减少，有毒物质容易在体内
堆积，长此以往，容易形成结石。

3.痛风。喝水少，排尿少，除了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也
会导致体内的尿酸沉积。一旦尿酸升高，可能会引起痛风。

正常情况下，人体每天需要摄入2升左右的水。如
果是夏天，感冒发烧，或者做了大量运动，就需要额外
补充水分，一天喝3升水也是可以的。 （据《大河报》）

用加激素化妆品皮肤会染“毒瘾”

散步

感冒可能会影响我们
的能量水平，但即使是20
分钟的散步也能让我们获
得规律运动的好处，另外
还能帮助我们改善感冒症
状。如果我们感觉鼻子堵
了，走路会刺激我们进行
深呼吸，帮助我们打开呼
吸“通道”，不过如果散步

或任何一种体力活动让我
们感觉症状加重，应当立
即停下休息。

慢跑

如果你平时一直坚持
慢跑，那么就没有必要因
为轻微的感冒而叫停。美
国马里兰州的一名家庭医
生安德里亚·赫尔斯表示，

他有一些跑友患者，这些
人都说跑步能让他们在生
病时感觉更好。“跑步是一
剂天然的减充血药，尤其
减轻鼻充血，它能帮助我
们清醒头脑。”

瑜伽

当对抗普通感冒这样
的感染时，身体会释放压

力荷尔蒙———皮质醇。研
究表明，一些缓解压力的

“招数”，例如瑜伽和呼吸
练习等，可能有助于提高
免疫力。另外，适度的拉伸
可以帮助缓解与感冒、鼻
窦感染相关的不适与疼
痛。还有一项研究还发现，
哼唱是缓解鼻塞的好方
法。

（据《北京晨报》）

感冒时能做啥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