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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时该不该坚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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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寻求合作伙伴
都荣草原自驾游营地，距达茂旗百灵庙镇

东北18公里处，规模经营已五年。占地300亩。

停车场、餐饮住宿大小蒙古包32顶。水电、厨

房、卫生间等基础设施齐全。合作转让都可以。

联系电话：1345132977713664032999

联系人：乌先生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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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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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7/11/14/18号3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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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11、14/18号4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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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7日游（国航，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8月21/23号6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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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0471-69679246297729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艺术厅南街95号 质量监督电话：
0471-4608315

内蒙古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0471-6287654经营许可证号：L-NMG-CJ00001

鄂尔多斯直飞贝加尔湖6日游
呼和浩特直飞台湾环岛8日游
呼市直 飞普吉 岛包机8日游
日本本州温泉美食6日游

5080元/人起

3780元/人起

4580元/人起

6380元/人起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公告声明

急售:金川半山半水小区
107m2复式楼15048716318

售景泰花园一楼带小院，
133m2，有房本18604886033

便宜顶账房
南二环南观澜国际高
层81m2毛坯现房，35万，
低价处理！2503938

房产销售 出租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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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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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电信
分公司遗失银行存款人查
询密码，账号06020028092
00019085，开户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市新城
东街支行，特此声明。
●记者证遗失：刘畅：B150
05255000031，赵淑香：B15
005255000154，声明作废。

出租厂库房西二环15000m2,
可分租18647157898郑先生

出租、出售:110国道北大院食
品车间手续齐全13947191514

出租海东路气象局西
200m路北，适合做汽车修
理，洗车场，室内300m2，院子
1000m2，18047459069

快乐作文&九田格练字诚招
赛罕区二级代理15049666899

单位招聘
北方职业学院招聘
办公室文员一名，女，
35-45岁,会电脑
电话：13347154956

电话：18247145666

诚招代理商
PPPPPPPPPPPPPPPPPOOOOOOOOOOOOOOOOOSSSSSSSSSSSSSSSSS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

●陕西北斗恒星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501053963
09484A，声明作废。

●内蒙古合和置业有限公
司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证号：建字第15010420
1500005号，特此声明！

一项研究表明，包括
运动、脑力训练和健康饮
食在内的健康生活方式，
可以增进大脑健康，并预
防老年记忆障碍。

这项研究由东芬兰
大学老年流行病学教授
米拉·基维佩尔托领导的
研究团队进行。共有1262
名60岁以上、存在记忆障
碍风险的老年人参与了

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对其
中一半受试者实施了该
研究团队研发的强化生
活方式指导，包括特定食
谱、运动、脑力训练以及
心血管病风险管理等，另
一半受试者则接受标准
生活方式的指导。

经过两年时间，两组
受试者的健康状况呈现
出明显区别。接受强化生

活方式指导的受试者自
我感觉生活质量有所提
升，患其他疾病的风险也
显著下降。

基维佩尔托建议，为
预防老年记忆障碍，身体
锻炼应包括有氧运动和
肌肉练习。脑力训练应包
括阅读、填字游戏、学习
外语等。

（据新华社报道）

有小病不代表不能适当
运动，关键要判断当时的身
体状况，在某些情况下，适当
的运动能让我们感觉更好。

遵循“以脖子为界”

虽然大家有着“生病锻
炼是没事找事”“肯定会加
重病情”的固有观念，但生
病时锻炼并不一定会伤害
我们的免疫系统。事实上，
如果一个人经常锻炼，那么

当他的身体处于抵抗疾病状
态时，也不会放弃活动。英国
拉夫堡大学体育运动与健康
科学学院教授迈克尔·格里
森指出，大家可以遵循一个
规则———“以脖子为界”：如
果我们的症状高于颈部，如
流鼻涕、喉咙痛或者鼻塞，那
么适度锻炼、挥洒点汗水是
可以的；如果我们的症状在
颈部以下，例如咳嗽、胸闷、
恶心或者关节疼痛，那么就
要避免运动，只能轻微活

动，直到症状改善后至少两
天都要保持这一活动量。

另外，如果已经出现发
高烧的症状，就真的不能锻
炼了，为了防止体感“迟钝”，
最好在跑步之前量一下体
温，如果体温高于38.9℃，就
算自己感觉没那么难受，也
一定要待在家里休息。

替代练习也减量

按照专家的建议，如

果我们只是有些鼻子堵、嗓
子痒等小毛病的话，是可以
坚持锻炼的，但是也应当减
轻运动强度。研究人员没有
请患感冒的参与者做过实
验，不是完全清楚感冒时锻
炼如何影响一个人，但是格
里森和其他专家的研究表
明，即使在健康情况下，高
强度运动也会增加生病的
风险。比如，人们患病毒性
呼吸道疾病的几率会提升，
这里指的高强度运动包括

长跑或其他长距离有氧运
动。这会让我们有疲倦和昏
昏欲睡的感觉。格里森说，
这时，训练通常会变得格外
困难，疲劳感也会提早出
现。因此一定要避免高强度
运动，可以做一些适度的有
氧训练或力量训练代替，但
也一定要减量。

应当坚持锻炼

尽管剧烈运动会增加

患病的风险，但这并不代
表我们痊愈后，就应当放
弃自己的锻炼计划，专
家强调，坚持锻炼的人
即 使 得 了 感 冒 或 者 流
感，病程也会比一般人
短。研究者还发现，良好
的精神和健康状况与低
呼吸道感染风险有关联，
建议大家每周至少应当
花150分钟进行适度、持
续的锻炼。

（据《北京晨报》）

指甲发出的7个信号
1.白斑

我们或许有过指甲盖
上长出一个或几个白点的
经历。大部分人都会认为
这是由于一些物质的缺失
造成的，但是这种症状的
出现也可以是由于典型的
外部创伤所引起的。在这
种情况下，没有担心的必
要。这种情况也可以在涂
抹指甲油后出现。

2.粉末状白斑

如果这些斑点比起小
圆点和小云彩更像是“粉
状物形”斑点，那很有可能
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这
种情况下，你可以有针对
性的进行抗真菌治疗。

3.脆甲症

你的指甲是否变脆
了？脆甲症可能是频繁游
泳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造

成的，脆甲症也可能是冬
天干燥的气候造成，或者
长时间暴露在室内供暖情
况下造成的。

4.反甲

有时会被称为“勺子”
甲，如果你注意到你的指
甲薄且开始向上卷曲，这
可能是贫血的一种信号。
当你完成血液检查后，还
要进行心脏疾病、肺部疾
病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检
查，因为指甲发出的信号
也可能与这些病症有所关
联。

5.凹陷

毫无疑问，那些患银
屑病等皮肤病的人群中，
50%的患者指甲表面会出
现锯齿状的痕迹。这种痕
迹就像某人用迷你碎冰锥
砸在指甲表面而形成。这
种痕迹同样也会出现在那

些患有自体免疫疾病和斑
秃的患者身上。在某些情
况下，维他命A和D面霜可
以起到一定作用。

6.红甲

如果你的指甲出现
少许粉色进而变为暗红
色，这可能是心脏疾病的
信号。也可能是自体免疫
疾病例如红斑狼疮的信
号。这种情况尽管也存在
其他原因，但这个信号出
现一定你一定要高度关
注。

7.甲脱离

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
由于外伤造成的。也可能
与于某些职业有关———如
主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
是激素失衡造成的。无论
何种原因，这个信号都是
你去见医生的理由。

（据《光明日报》）

健康生活方式能预防老年记忆障碍

30岁之前练就三项能力
30岁前，你一定要

逼着自己练就这三项能
力。

珍惜时间 由于上
班堵车，一位香港地产大
亨常搭地铁上班，他仔细
计算过，车门打开时应
该站在哪扇门前，坐哪
节车厢，这样当地铁抵
达他的目的地时，那节
车厢的那扇门会正好对
着方向往上的手扶梯，如

此一来，他便能赶在其
他乘客蜂拥而出之前率
先奔上手扶梯，节省“起
码5秒钟”。要学会节省、
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即使
只有5秒钟。

活得有趣 哈佛大
学曾有一项研究发现：

“无趣的生活”会导致细
胞损伤，加速人体老化，
进而缩短寿命。变得有
趣，其实并不难，走出你

的舒适区，去体验冒险。
严格自律 有一个

宝妈，刚生完小孩的时
候，体重是140斤。有一次
和她去咖啡馆，坐下的瞬
间，牛仔裤大腿内侧竟脱
线裂开了。从那天起，她
开始研究减肥食谱和健
身方式。瘦下来的她，不
再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绪
中。克制会让欲望变得简
单。 （据《生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