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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胃肠道疾病与情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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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关于办理东岸国际房屋产权相关事宜的公告
各东岸国际二期珊瑚顶商品房的业主：

您购买的东岸国际二期珊瑚顶商品房1-112号楼现已具备办
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条件，经我公司多次催促，您至今未办理完毕
产权相关事宜。现我公司再次通知您，请尽快前往我公司或代办
公司递交办理产权相关资料（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原件）或联
系代办公司办理缴纳相关费用事宜。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税收
政策尚处于降税政策（自收集资料至办理缴税过程，约需三至四
个月时间），若税收政策调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您承担。

请先打电话咨询产权办理相关事宜后再前往现场办理手续
（我公司联系电话：0471-4610468）。工作时间上午9：00-11：30，下
午1：30-5：00，地址：东岸国际营销中心 特此公告！

内蒙古雅世春华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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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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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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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川县俊敏生态牧业有
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朱淑琴遗失东达小镇
F7-2-204，120m2，购房收
据原件。声明作废。出租厂库房西二环15000m2,

可分租18647157898郑先生

电话：18247145666

诚招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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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康将坐落于呼和浩特
市回民区海拉尔西路五金
城6层西单元东户的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产权人:许
康，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呼
房权证回民区字第201611
3239号，特此声明作废。

●董怀琛遗失呼和浩特市第
一医院出生医学证明（父
亲董建国、母亲梁海燕）编
号：E150074764声明作废。
●史继禄遗失坐落于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
15号绿地二期塞尚公馆B17
储藏室-1025号储藏室的合
同和绿地二期49号、76号、96
号地下车位的合同，声明作废。
●乌东图娅遗失坐落于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5号
绿地一期塞尚公馆227号、228
号地下车位的合同，声明作废。

●张林政遗失呼和浩特市富
贵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于2017年11月27日开具的富
贵国际花苑44-1-202购房
发票一张，票号:01308533，金
额:572750.05元。声明作废。

●新城区万旭豪房屋信息
咨询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50102MA0N6DM22M
声明作废。
●阿拉坦苏合与内蒙古荣
氏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
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
丢失两份，合同编号为：
YS（2015）00036533，房屋
代码为：1382852，声明作废。

●甄以彤遗失就业失业登
记证，证号：150104011300
2248，特此公告。

●崔志峰遗失与恒大地产
集团呼和浩特有限公司签
订的恒大华府11-1-3201
房收款收据，编号045823，
金额149728元，声明作废。

夏季天气炎热、雨水
多，不少家长在孩子外出
时给其穿上拖鞋，不料却
带来不少健康隐患。

起不到保护脚部作
用。拖鞋没有后跟和鞋带，
不能保护脚趾。孩子调皮，
见到新奇东西喜欢踢，容
易损伤脚趾和绊倒。

影响下肢发育。拖鞋
一般偏大，穿不跟脚的拖
鞋会束缚运动，不利于走、
跑、跳等大运动能力的发
育。而且，孩子穿拖鞋走
路、运动时，身体重心倾斜
到前脚掌，足弓的关节处
过度受力，令膝关节、骨盆
和脊椎肌肉疲劳，还可能

影响脚部甚至骨骼发育。
影响平衡。从步态平

衡性来讲，孩子穿拖鞋也
不适宜。穿拖鞋无法提起
脚走路，只能拖着走，影响
平衡。而且，6岁前是足弓
和足部骨骼定型的关键
期，穿拖鞋不利于足部发
育。 （据《华商报》）

生活中的你喜欢多些
刺激甚至想去去冒险吗？吃
点酸柠檬吧。英国萨塞克斯
大学一项研究显示，酸味可
以增加一个人的冒险行为，
但不会让人鲁莽行事。

研究人员招募168名英
国和越南志愿者，让他们饮
用20毫升苦、咸、酸、甜、鲜
等五味溶液中的一种，外加
中性无味矿泉水。然后，受
试者须参加气球模拟风险
任务实验。完成任务时，他
们要给一个虚拟气球充气，
气球充的气越多，参与者赢
钱越多，但气球随时可能因
充气爆掉。一旦气球爆掉，

参与者将一无所获。当然，
参与者可以随时停止给气
球充气。实验结果显示，饮
用酸味水的受试者给气球
充气的频率明显高出其他
味道组别，平均比饮用甜味
水的人高39%，比饮用苦味
水的人高20.5%，比饮用咸
味水的人高16.03%，比饮用
鲜味水的人高40.29%。

研究人员发现，不论
参与者的爱冒险程度，也
不论他们对酸味影响的想
法属于直觉性格还是分析
性格，酸味都能促进冒险
行为。另外，取决于酸的浓
度，酸味对冒险的影响可

持续至少20分钟。
研究人员在英国《科

学报告》杂志发表报告，说
这是首次以实验方式证据
证明酸味会导致更多冒险
行为。不过，研究人员不清
楚摄入酸后大脑产生何种
变化导致人更爱冒险。

研究人员建议，规避
风险的人，例如焦虑症或
抑郁症患者，或许能借助
富含酸饮食增加冒险行
为，如离开房间、与陌生人
聊天；那些从事“安全至
上”职业的人，如飞行员，
则可在每天饮食中减少酸
的摄入。（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安德鲁斯大学一项
研究显示，调整饮食、运动、睡
眠等生活方式有助于快速调
降血压，效果堪比降压药。

研究人员招募117名
志愿者参与“新起点生活
习惯”项目。志愿者平均年
龄66.5岁，平均收缩压为
138毫米汞柱。“新起点生
活习惯”包括严格素食，食
用豆类、全谷物、蔬菜、水
果、坚果、橄榄、牛油果、豆
奶、杏仁奶和全麦面包，外

出散步，大量饮水，充足睡
眠以及参加愉悦精神的活
动。研究人员向近期举行
的美国营养学会2018年年
会报告，参与项目后调整
生活方式仅14天，一半志
愿者的收缩压降低19毫米
汞柱，降至120毫米汞柱以
下，效果相当于服用3次半
标准剂量降压药。另外，志
愿者中，24%能够减少药
量，69%能够不再服药。

研究人员打算扩大研

究样本，延长研究时间，以
便更好地了解“新起点生
活习惯”对血压的影响以
及背后的生物机制，还希
望了解这一生活习惯是否
能够改善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和肥胖等问题。

美国梅奥诊所先前发
布降血压、防心脏病生活方
式指南，内容包括坚持运动、
健康饮食、限量饮酒、禁烟、
减少咖啡因和钠盐摄入、减
少压力。（据新华社报道）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
历———伤心生气时，面对
美食毫无食欲；开心愉悦
时，粗茶淡饭也吃得香，这
是因为胃肠道对情绪非常
敏感。

当你在电脑前忙了一
下午，连喝口水的时间都
没有时，你很可能会发现
自己有泛酸、口苦的感觉。

紧张、激动、焦虑等情
绪可以使胃液的分泌量增
加，酸度增高。胃被称为第
二心脏，胃肠道和消化系

统活动是由植物神经调节
的，而精神心理与植物神
经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
其健康状况与心理因素密
切相关。

消化系统疾病与心理
的关系仅次于内分泌系统
和循环系统。很多器质性
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发展
和预后也与心理状况密切
相关。

如果经常出现下列症
状，应及时就诊：吃饭后不
久肚子就隐隐作痛（上腹

部疼痛，泛酸）；手掌上很
容易出汗；容易紧张，脾气
很容易急。

消化性溃疡的发病原
因有哪些？胃酸、胃蛋白酶、
感染、遗传、体质、环境、饮
食、生活习惯、神经精神因
素等都可促发疾病。

有研究表明，冲动型
性格的人患消化性溃疡的
风险比其他人高。在这类
人群中，冲动且自我压抑
的，比显性冲动的人更容
易患胃溃疡。生活应激因

素、抑郁、焦虑是胃肠道疾
病的发生和恶化的重要原
因。一些人会因为亲人丧
失、结婚、离婚、失业、升
职、升学、人际冲突、突发
性事件、持续性的紧张生
活或工作等因素导致胃肠
道疾病的发生。

心理治疗会使胃肠道
疾病患者的健康状况明显
提升。对于伴有焦虑、抑郁
症状的患者，治疗师首先
要做到和病人的共情，使
病人感到被理解、被关注

和被支持。可通过认知行
为治疗将发病与生活事件
以及当时的感受、想法、行
为连接起来，使病人明白
并愿意去改变自己的想
法、行为、感受，从而减轻
症状。

同时减少病人对身体
的过度关注和无助感、无
能感等自我感知。也有少
部分病人的发病原因与童
年早期经历有关，可能会
需要更为系统、长期的治
疗，比如精神分析治疗、家

庭治疗、催眠治疗等。如果
病人愿意的话，参加团体
治疗冲淡强烈的情感，提
高人际交往技能，更直接
地交流想法、感受和愿望，
也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患者的生活方式发生
正性改变，治疗的依从性
增强，更容易产生治疗效
果，甚至有时心理因素可
能成为治疗的决定性因
素。当然，使用抗抑郁药物
和抗焦虑药物也是治疗的
重要手段。（据《大河报》）

材料：高丽参10克、黄
芪10克、党参18克、山药18
克、枸杞15克、当归10克、
陈皮5克、桂圆肉14克、猪
排骨300克、清水适量。

方法：将高丽参、黄

芪、党参等中药材洗净后
放入布袋中扎口，与排骨
等其他材料一起放入锅中
加水炖煮。先大火后小火，
煮2~3小时，捞出布袋，加
入盐、胡椒等调味品即可。

每次1小碗，每天1次，喝汤
的同时还可吃肉。

功效：有行气散结、消
积化瘀、健脾作用，非常适
合卵巢癌患者。

（据《健康报》）

调整生活方式有助于降血压

孩子6岁前出门别穿拖鞋

酸味能促进冒险行为

卵巢癌患者常喝参芪健脾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