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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这些部位容易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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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销售

出售金山电厂西15亩大院售
BOB悠乐城门脸13500699038

低价售房万达对面
新家园小区商业房， 面积
20~180m2，售价12000~20000
元。13947194455

售房
南二环市医院旁现房高层，
售价3100/m218414373938

超低价售整栋楼（带院）
位于大学东街115号5800多
m2办公楼13911949465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出租
赛罕区东影南路巨华三层
商业楼，面积1760m2，价格
面议，联系电话15374799910

春雪四季酒店副楼出租
可分租。0471-6370386

出租转让
大型仓储库出租
5000m2、3000m2、1300m2 另
有120m2小库若干， 有意电
联13734845158。

人才招聘

爱她家政15024998086
常年招聘月嫂、保姆2356116

招高端阿姨辅导孩子，
要求师范毕业英语熟练，本
市户口35岁以上，住家周休
1天，6000以上18748183999

招聘物业会计
本市人年龄40左右，中级会
计职称证，熟练操作财务及
办 公 软 件 18748183999

内蒙古九合物业诚招水电暖
工，保洁绿化工13674740072

金桥瘦吧招女店员
6小时倒班，保底工资十提成
十全勤奖电话：18047158060

贷款咨询
身份证贷款
呼 市 有 固 定 住 所
电话：15148011727

营业执照按揭房车工资保
单有一项就贷15354869537

156�6106�6667工资卡
贷 款

3小时放款无抵押无
担保13634715882贷款

银行贷款按揭房·营业执照
打卡工资·保单1533281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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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贷退休贷个体、车
房贷3小时出款15124710998

电瓶电脑电缆变压器废
旧物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出售果树，葡萄树，呼市新
城区塔利村。13734844355

出售信息

免费评估、本地收购
13337100552��15924512788

二手车市

大额资金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旅游矿山光伏新能源
农林牧生态山庄旅游等在建
工程项目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邮箱1735550350@qq.com
电话：15155102867刘经理

寻优质项目
房地产、矿山、电站、农牧
林、制造加工、在扩建工程
等。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高
薪聘商务代表15256037238
耿经理 2498056552@qq.com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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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加盟

重庆德渔府优惠加盟
味道正宗 刺激
最过瘾的激情椒

麻鱼火锅首次登陆内蒙古
加盟咨询热线：18983041119

专业网贷·信用贷
费率低下款快18004711675

贷款，三小时下款
电话：17704881044

极速贷，三小时拿钱
电话：15847111028

13171044449
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

贷款
找我

北方职业技术学院聘
专业带头人：70岁以下，3
年以上行业工作经验，
0471-2692006李老师

招聘房建、市政、水电、园
林监理，电话15024977446

内蒙古红玫婚介
男68岁离副教授退休有房
男62岁离副教授退休房车全
男39岁未婚事业编房车全
男31岁未婚博士大学教师
女29岁未婚公务员有房蒙
女36岁短婚主治医生有房
女46岁离婚自办厂房车全
女61岁离副处退休6202592

鹊桥婚介 诚信成功
男78岁丧偶处长退休有大
房 。男66岁独居有车有房。
男64岁丧偶名车大房。男60
岁丧偶有二职有车有房。男
48岁离异公司经理名车豪
宅。男30岁未婚事业单位有
车房. 女65独居会计有房。
女55岁离异公司经理有车
房。6934637���13294808473

征婚交友

●戴玉莲遗失新城区正白
二甲西街内蒙古党委住宅
小区1号楼12层2-1201房
本，产权证号2007110604

●武丽芳坐落于土左旗台
阁牧镇沙家营村房屋产权
证（土左旗房本）遗失，产
权证号：022722，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大众英语培
训中心遗失开户许可证
和银行密码函， 核准号
J1910003769601声明作废

●多伦县兴阳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勘查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T1552014050
2049752声明作废。
●多伦县兴阳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采矿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C15000020110
62110113023声明作废。

●王连生与内蒙古中银房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的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
件丢失3份， 合同编号为：
YS(2012)00000764，房屋代
码为：242171，声明作废
●刘伟、张艳波与内蒙古祥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的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
件丢失1份， 合同编号为：
YS(2010)00026889，房屋代
码为：222194，声明作废
●张德宏遗失新城区气象局
供电宿舍3-1-06号房本，
产权证号046884，声明作废
●云瑶因拆迁注销赛罕区西
把栅乡前不塔气村房本，
产权证号：2004005308。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阳光全
能幼儿园， 法人王芙蓉遗
失办学许可证副本， 证号
115010560900451，声明作废
●张秀霞遗失呼和浩特桥华
世纪村豪华园8号楼4单元
6楼东户购房合同及No.
0048761，No.0048934，No.
0048866付款收据。声明作废。
●阎旭遗失就业协议书，
号：AI0097479声明作废。

●作废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中心支公
司发票专用章（150102793
605092），转讫章各一枚。

●付款方：内蒙古欧美联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发票
一张遗失 ， 发票代码 ：
115011626953， 发票号码
00049115特此声明。
●新城区沈旺服饰店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注册号：1501
02600358191声明作废。
●内蒙古北元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北元宾馆特种行业
许可证副本遗失，呼公特玉
旅字第0049号，声明作废。

●柳文鹏遗失内蒙古祥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香榭花堤小区24号楼3单
元1801购房款发票（发票
号0058754）金额380000元，
开票日期2011年3月21日。

●贾玉斌不慎遗失父亲贾
风林塔二楼二舍91号的骨
灰存放证，声明作废。

●内蒙古旭清建筑装饰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91150104MA0MYA8
E53）、 公章、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1910013657601，
开户行： 内蒙古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 账号：
110901201020018159）， 以
上三项声明作废。
●尹玉亭（身份证号150104
194911291016） 遗失祥和
小区公租房合同， 编号
GYQ20163575，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恒利达煤炭经
销有限责任公司与奈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奈伦国
际D座4-2206商品房买卖合
同 原 件 遗 失 ， 合 同 号
20130928收据号 3320159金
额895460元，声明作废。

春天肝阳上亢， 火气
窜到哪，哪就容易痛。说到
中医止痛， 不妨听听专家
怎样对症下药。

偏头痛：按太阳拿攒竹

头痛犯了， 恨不能挥
拳直接在头上捶几下。空
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马建
伟说， 头痛的时候就可以

按一下太阳穴。 这个穴位
比较好找，就在前额两侧，
外眼角延长线的上方，按
压的时候有凹进去的感
觉，顺时针按揉50~100次。
需要注意的是， 手法一定
要轻柔。 也可以按揉眉毛
内侧边缘凹陷处的攒竹
穴， 可以用双手同时捏住
两眉头攒竹穴的皮肤，向
上捏拿100次。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方医院按摩理疗科主任
付国兵说，有些人头痛的
时候会感觉脖子也不舒
服， 那就是颈性头痛，手
摸还能感觉到颈部肌肉
发紧，这就需要注意脖子
的保暖，春季出门也最好
戴个围脖，头痛也揉揉脖
子的肌肉，一个姿势别坐
太久。

咽喉痛：气管两侧梳理

春季里， 嗓子不舒服
的多。马建伟建议，可以用
一只手， 拇指和食指分开
分别放在气管两侧， 沿着
气管往下梳理， 用上一定
的力度，梳理100次。这种
方法对微微觉得嗓子不舒
服的人有效， 如果嗓子已
经很疼了， 就可以用一只

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喉头
所在位置上方的皮肤捏
拿，直到皮肤微微发红、发
热为止。

腰背痛：腰背部向下捋

虽然外面的气候温暖
而明媚， 不少人在办公室
里坐上一会， 就会感到腰
背疼痛不适。马建伟说，腰

背疼痛也可以在腿上找一
个委中穴按揉100次。委中
穴位置位于人体的腘横纹
中点， 按揉这个穴位不仅
对腰背痛有效， 还对坐骨
神经痛、小腿疲劳、肚子疼
痛、脖子酸痛、膝盖疼痛等
有效。 也可以将双手掌放
在腰背部，轻轻用力，从上
向下捋。

（据《健康时报》）

人体的外表几乎处处
对称， 是和谐、 端庄的前
提。 如果某些部位出现了
不对称， 那可能就是疾病
的信号了。

大小眼

突然发现眼睛一大一
小、眯眯眼，考虑是否患上了
上眼睑下垂。北京电力医院
眼科主任段文静说，上睑下
垂的后天性成因可能有外
伤、病毒感染、重症肌无力、
糖尿病、脑干病变等。其中，
糖尿病可引起动眼神经麻

痹，患者往往突然出现一侧
眼睑下垂，发病前有患侧眼
眶上方疼痛、看东西重影等
先兆，瞳孔基本正常。重症肌
无力则是缓慢发生的眼睑下
垂，从一只眼再到另一只眼，
早晨轻，晚上重，一天内有明
显波动。脑干病变的表现是
一侧眼睑下垂， 瞳孔散大，
另一侧上下肢麻木无力，可
危及生命。一旦发现双眼不
等大，就要及时就诊。

嘴角歪

嘴角歪斜最常见的原

因有中风、面神经炎等。北
京电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周国平解释说， 面神经炎
又称面瘫， 大多与病毒感
染或吹冷风面部受凉有
关。患者一般会出现嘴歪、
眼睛无法闭合等面肌瘫痪
症状，可能有高低眉，严重
时有刷牙漏水的症状。经
过及时治疗，20天左右基
本可以恢复。 后期要注意
保暖， 防止冷风再度刺激
面神经，同时注意休养，避
免劳累。 中风引起的嘴角
歪斜多伴有说话不清，一
侧肢体麻木、软弱无力，一

侧或双侧视力丧失或模
糊、视物旋转。此时要赶紧
拨打急救电话， 将病人送
往有溶栓能力的医院。

高低肩

解放军第252医院关
节外科主任王振虎说，高
低肩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
是天生骨骼发育不良，但
更多的是与不良生活习惯
有关，比如长期伏案工作、
坐姿不良，经常背单肩包、
单肩负重等。 尤其是爱背
单肩包的女性， 走路时为

了防止包带下滑， 总时不
时下意识地抬高一侧肩膀，
使得两侧肩膀受力不同，受
力一方的斜方肌处于紧绷
收缩状态，时间一长自然就
造成了高低肩，久而久之可
能诱发脊柱侧弯。

长短腿

王振虎说， 有的人双
腿一长一短， 症状通常会
首先出现在短的一侧，可
能病症有：足底筋膜炎、内
侧胫骨应力综合征、 髌骨
关节综合征、 髂胫束综合

征等。 正常人双下肢相差
1~2厘米相对比较普遍，如
果不影响生活可以忽略不
计。 超过这一范围者则会
出现跛行现象， 长期如此
会导致骨盆倾斜、 脊椎侧
弯，单腿出现静脉曲张，髋
关节疼痛， 容易摔跤或足
踝扭伤， 站立或走路时腰
酸背痛。 右腿短还会导致
走路姿势容易压迫到腹
腔，产生肠胃、消化系统不
适的困扰； 左腿短则会压
迫到胸腔，挤压心肺，引发
呼吸困难等困扰。

（据《生命时报》）

身体不对称可能是啥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