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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最易“肝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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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0471-6965110��1824714566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乘车路线：3路、4路、16路、19路、21路、26路、58路、61路、72路、76路、青城1、2号、102路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站下车即到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经营中心

广告刊登热线

◆

好消息

◆

足不出户·广告遍天下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

可微信咨询办理
支持微信付款

扫一扫 /惊喜不断

礼品多多 /优惠多多

▲

欢

迎

扫

码

刊

登

QQ 订稿：

1169657700

收费标准

每标高

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9字，正文每行11字

人才招聘

招聘保安

招如意开发区写字楼40岁

以内保安1名， 两班倒无夜

班工资2600，0471-6311186

津成线缆呼市公司诚聘业

务员司机营业库管5315510

绿化公司招聘工队长

电话15124707239

高薪聘办公文员和就医一

卡通专员13354887407

八方母婴月子公馆

坐月子好去处

地址：

新城宾馆4号楼

3377333���6660888

电话：

《 》栏目组

呼和浩特唐风采科技增发采用“非手术一根根植入式增发”无

需手术和药物，是目前快速解决脱发形象的尖端科技。适合头发稀少，

秃顶，白发，使用药物无效，毛囊

移植失败等各种男女脱发者。

合作伙伴

18年，20万成功案例，50家直营中心，您

值得信赖国家环保认证放心使用，免除后

顾之忧，邀您见证

现代增发奇迹

。

唐风采创始人———唐利民先生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我们只需 2小时就能为您完美解决脱发烦恼

电话：0471-3964368

官网：www.tangfc.com

地址：呼和浩特锡林郭勒南路 1 号

海亮广场 C 座 1201 室

18年

金荣驾校诚聘

教练数名

聂校长13947104950

刘校长15661186388

售房

南二环市医院旁现房高层，

售价3100/m

2

18414373938

房产销售

超低价售整栋楼（带院）

位于大学东街115号5800多

m

2

办公楼13911949465

出售金山电厂西15亩大院售

BOB悠乐城门脸13500699038

售九合国际200m

2

带地下车

库，有房本13015000991

低价售房万达对面

新家园小区商业房， 面积

20~180m

2

，售价12000~20000

元。13947194455

高薪招聘中医按摩师、学

员、护士13789510243

诺腾物业招聘保安

若干名 联系电话:6301200

招聘汽车、拖拉机销售人员

及修理工多名，电话3964566

内蒙古嘉利业工程监

理有限责任公司招聘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可持证上岗者优先

◆各专业监理工程师：

要求： 土建/暖通/电气/

市政园林及农林专业；能驻

外者优先。

◆监理员：专业不限

*�年龄要求在55周岁以内。

工资面议，应聘时请携带本

人相关证件。

*�联系方式：0471-4816872���

13500699611���仝总

*�地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南二环与锡林南路交汇处

闻都城市广场8号楼17层

贷款咨询

资质代 办 （全 区 ） 西 部

13674740675东北部18047554711

纯信用借款 1.2 分起

400-648-0471�3254569

代还信用卡，费率低，上

门服务。电话 :18586071118

信用贷款

无担保·无抵押·当天下款

打卡工资·自存流水·免

中介费18686036000

出租转让

出租饭店

石羊桥南路营业中饭店850

平方米，三相电、管道天然

气、冷库、厨具、餐具、桌椅

齐全，接手即可经营。

联系电话：13948611377

高价收购轿车越野车

13337100552��15924512788

二手车市

公告声明

招商加盟

POS 机招商创业扶持机

具免费分润置顶13848515469

联营办厂 产品回收

大豆玉米加工蛋白肽，适

合个人家庭接产，成本100

元/克 回收价298元/克。

020-��29806258�13710850119

广州天畅生物 白云区嘉禾

POS 机招商各盟市旗县

独家代理。电话15548704512

农大旁网络宾馆优价转让，

650m

2

有意面议13948432783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

2

租金面议18947108910

转金隅时代城宾馆

37个房间，1500m

2

高档装修，客源稳定

电话：15354848989

出租中大国际酒店4层写

字间40-180m

2

13704785024

中山西路健身房招租

高层落地窗，视野佳

俯瞰青城紧邻民族商场

面积约700m

2

价格面议

丁女士15047118084

中山西路旺铺招租

紧邻民族商场，成熟物业

咖啡、烘焙、简餐等都可

面积170m

2

，价格面议

陈先生15047118084

中山西路餐饮旺铺招租

紧邻民族商场

经营良好，装修精致，设备

齐全,面积150m

2

，价格面议

陈先生15047118084

全国直投

企业、个人项目投资借款：煤

矿、电站、矿产、房产、在建工

程、农牧林、加工业、代缴保

证金等优质项目。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诚聘商务代表

028-84701202

●

苏红2016年内蒙古大学报

到证201610126101361遗失

●

张晓强警官证(053201)遗

失，有效期20160331~2021

0331，声明作废。

●

洪哲警官证 (053200)遗

失，有效期20160331~2021

0331，声明作废。

●

王海峰， 警号：052280�；

王立凯， 警号：050695，不

慎遗失警官证，声明作废

●

马玉枝遗失新城区构件

街68号意达小区3号房本，

产权证号2013114676

●

遗失宋秀珍2楼温馨阁273

号骨灰存放证，声明作废

●

张文莉丢失赛罕区白塔

机场路街道4-1-4号房本。

产权证号005928声明作废

●

呼和浩特市思立达精细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存款人密码

函， 开户行内蒙古银行呼

和浩特科教支行，账号109

101201010100832声明作废

●

贺兰县红星粮油加工厂

（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联）5份，代码

6400162320号码01981073、

01127874、01127878、0113

4069、01134070声明作废

●

赛罕区金圣通印章制作部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150105600435926声明作废

●

内蒙古东达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存款人密码

函， 核准号J1910003575501，

账号：411101201050111993，

开户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

新城北街支行声明作废

●

时明将坐落新城区新城

东街3号内蒙古冶金研究

院宿舍楼2层1单元303号

房屋产权证遗失， 证号

2011101080,声明作废。

春季万物生发， 蛰伏

数月的寒冬过后，很多“坏

习惯”会卷土重来，祸害我

们的肝脏。

过量脂肪摄入

吃是一年四季永恒不

变的话题。在春、夏显得尤

为“耀眼”——烧烤摊老板

又开张了。在刺激味蕾的同

时，过量摄入的脂肪把肝细

胞“堵”起来，并破坏肝细胞

膜，最终损伤肝健康。肝内

脂肪堆积的程度与体重成

正比，30%～50%的肥胖症合

并脂肪肝，重度肥胖者脂肪

肝病变率高达61%～94%。

然而， 很多人特别是

年轻人发现脂肪肝后，往

往并不在意。然而事实上，

脂肪肝已成为仅次于病毒

性肝炎的第二大肝病，严

重危害人体健康。

人体多种亚健康症状

都是由脂肪肝引起的。由

于脂肪肝患者免疫功能降

低，抵抗力差，更容易被疾

病感染。同时，脂肪肝会促

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还会诱发或加重高血压、

冠心病。此外，对于脂肪肝

而言， 肝硬化继发肝细胞

癌的机率较高。

春夏饮酒忙

春天来了， 温暖的阳

光让夜晚不再寒冷， 大大

小小的聚会也开始层出不

穷———怎少得了饮酒？然

而过量饮酒伤害最大的是

肝脏。酒精进入人体，九成

解毒工作都是由肝脏负

责， 久而久之会给肝脏带

来巨大的负担。据调查，我

国在饮酒者中80%的人有

不同程度的酒精性肝病。

营养失衡

营养失衡主要是指饮

食方面有偏食， 譬如喜好

吃肉、很少食用蔬菜、水果

等因素， 会造成肝脏营养

缺损，使其无法运转顺畅。

压力过大精神紧张

太多的职业决定了工

作的巨大压力与生活压

力， 精神时刻处于紧绷状

态， 这些都会对肝带来程

度不定的压力。 中医也认

为，肝主管情绪变化，在春

天如肝火太旺就易怒，同

时怒气伤肝形成恶性循

环。

作息时间不规律

充足睡眠能养血的

同时又可以充足的使肝

气得到一个疏泄 ， 长期

睡眠不足 ， 会造成肝火

越来越旺 ， 长此以往更

会对肝脏健康带来不利

影响。

久坐不动

从中医角度讲，关节、

肌腱、韧带属于肝系统，是

肝脏赖以疏泄条达的结构

基础、重要通道，因此“久

坐伤肝”。由于肝脏跟眼睛

的关系较为密切， 久坐同

时盯着电脑工作， 因此久

视也伤肝。

（据《健康时报》）

胸痛是心脏病发作

的一个典型症状之一，

但有很多心脏病发作者

并没有注意到明显的胸

痛等症状， 这就是无症

状心脏病发作。近日，挪

威特罗姆瑟大学的研究

者发现， 对疼痛不太敏

感的人， 无症状心脏病

发作的风险较高。 这一

现象在女性群体中更为

明显。

研究者从挪威特罗

姆瑟选取了一群参与

者， 对他们的健康状况

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

研究者先对参与者进行

了标准的疼痛敏感性测

试， 即通过把双手长时

间浸泡在冷水里来判断

其对疼痛的敏感程度。

接下来， 参与者接受了

心电图检测， 它能查出

过去你并未意识到的心

脏病发作迹象。 在接受

了两项测试的4800多名

成年参与者中， 有8%的

人先前有过无症状的心

脏病发作， 还有5%的人

曾经被诊断为心脏病发

作。

研究者对这两组人

进行比较后发现， 无症

状心脏病发作的人对疼

痛的耐受性更强。 从性

别比例来看， 无症状的

心脏病发作占到了所有

女性心脏病发作病例的

75%，而这一比例在男性

人群中仅为58%。 这表

明，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

有非典型的心脏病发作

症状， 她们的心脏病发

作也更有可能未被确

诊。

这项发表在《美国

心脏病协会杂志》 上的

研究成果认为， 医生和

病人都要格外注意不太

明显的心脏病发作症

状，尤其是女性，即使没

有胸痛， 也绝不能降低

对心脏病的警惕性。

（据《生命时报》）

易生气试试嗑瓜子

经常容易生气或精神

抑郁的人不妨多吃点核桃、

瓜子、南瓜等食物，这类食

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6，有

助于改善精神状况。缺乏B6

可使人变得容易生气、精神

抑郁。儿童缺乏维生素B6时

会出现烦躁、肌肉抽搐等情

况。但如果是抑郁症的患者

一定要去咨询专业医生。

常吃果蔬心情好

确实， 水果蔬菜有助

于调节情绪， 特别是一些

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水果。

维生素C不仅可以增强身

体的抵抗力， 而且可以抗

压， 也是我们的体内制造

多巴胺、 肾上腺素等愉悦

因子的重要成分。维生素C

缺乏会导致人的性情冷

漠、情感抑郁、性格孤僻及

少言寡语。 南非的比勒陀

利亚大学的学者发现，每

天食用大量的维生素C能

降低30%的皮质醇水平；测

试过程中发现， 定期服用

维生素C的受测试者，记忆

力明显好于那些不食用维

生素C的受测试者。

大豆鸡蛋减轻情绪波
动

如果感觉老忘事，学

习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的

能力下降，情绪波动、焦虑

不安， 可能是由于体内缺

乏胆碱所致， 试试吃些清

淡并含有胆碱的食物(如大

豆、鸡蛋、大米、面粉)以及

富含烟酸的食物 (如花生、

面包、番茄等)，因为胆碱和

烟酸结合可形成乙酰胆

碱， 这有利于缓解焦虑不

安的情绪。 含胆碱比较丰

富的食物有蛋类、 动物的

脑、心脏与肝脏、麦芽、大

豆、花生，蔬菜中的莴苣、

花菜中含量也比较多。

温馨提示：
有人不开

心喜欢吃巧克力等甜食，然

而，巧克力中含有的使人愉

悦的化学物质含量并没有

特别高， 而且糖分和脂肪

又比较高， 还是浅尝辄止

为好。

（据《健康时报》）

对疼不敏感 心脏病风险高

吃对食物脾气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