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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塘驿镇打好葛仙山樱花旅游牌
本报讯 通讯员王文海、张敏报道：3月21

日，和风习习。赤壁市官塘驿镇葛仙山上一片花
海，该镇几十万亩樱花漫山遍野，吸引了众多游
客纷至沓来。这是该镇多年来始终打好万亩樱
花旅游牌的结果。

葛仙山地处幕阜山北麓，为幕阜山余脉，山
上石林壁立，环境优美，是一座有着文深厚化底
蕴的山。史书记载晋代道学家、练丹家、医学家
葛洪晚年遍游江南名山，并于葛仙山上起寺建
庙，修行炼丹，济世度人。面对逐年递增的游客，
官塘驿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
理念，精心打造出一条葛仙山旅游安全绿色通
道。修成了全长36公里，从官塘驿镇大竹山村
经随阳、葛仙山、跨越陆水湖水库连接S214省道
全域旅游专线公路。开通了从市区到葛仙山的

“赏花直通车”，一举解决了葛仙山旅游的行路难
问题。将沥青路一直修到半山腰，道路两旁加装
护栏，行车也安全。据统计，2017年葛仙山赏樱
的游客多达8万人次。今年，预计赏花游客将突
破10万人次。今年，该镇在芳世湾大桥、葛仙山
脚下等转运点设置了限行卡口，组织了交警、配
备了清障车，随时处置可能发生的交通安全事
故；组织了卫生部门对现场饮食卫生进行监控，
确保游客出行舒心。

定量适量献血有好处

献 血 专 栏
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献血者在为社

会奉献爱心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身
体状况，为自身的健康进行了“投资”。

科学家运用血液流变学与血液动
力学对血质与献血的关系作了研究，发
现定期适量献血，特别是单献红细胞和
血小板等有形成份，可使血液粘稠度明
显降低，加快血液流速后，脑血流量提
高，从而达到缓解或预防高粘血症，使
人感到身体轻松、头脑清醒、精力充沛。

献血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也
具有积极的作用。芬兰一研究小组对
2682名42-60岁的男性进行调查，其中
两年里至少献过1次血的人在5年内发

生急性心肌梗塞的比例，比未献过血的
低86%。美国一心血管病研究小组的
研究亦表明，在3年中，献血者（男性）患
心血管病的危险仅为未献血者的一半。

男子献血还可减少癌症的发生
率。《国际癌症》报道，体内的铁含量超
过正常值的10%，罹患癌症的几率就提
高，适量献血可以调整体内铁含量，预
防癌症。该文还提到，中青年女性因月
经周期性失血损失了一定量的铁质，故
未发现这类女性的含铁量与癌症发生
有明显关系。

有研究表明，定期献血的人比不献
血的人更不易衰老，一旦遇到意外事故
也有较强的耐受力和自我调节功能。
曾有学者对66岁以上的332人（献血
者）与同年龄、性别的399人（未献血者）
作前瞻性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献血组
平均寿命为70.1岁，高于未献血组的平
均67.5岁；遇到意外事故，献血组的存
活率为67%，高于未献血组的40%。从
上述分析来看，献血者由于血液新陈代

谢较未献血者旺盛，其寿命会延长。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通过

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
他组织与器官，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
有益于人体免疫力的增强，抵抗力的提
高。而献血是救人一命的高尚品行，献
血者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同时，情
绪也处于最佳状态，对健康有益。

为什么天天需要健康的人参加无
偿献血？

目前，咸宁市各级医院每天都有数
百名病人急需输血救治，每年临床用血
量达7吨。为满足救死扶伤所需血液，
每天需要100余名健康适龄的爱心民众
参加无偿献血。适龄健康公民一年内
每人可献血两次。血液的宝贵还体现
在另一方面，它不能永久保存，它的“保
质期”仅有35天。因此，血液不能大量
采集，长期储存。为了给那些躺在病床
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献上“生命的
礼物”，我们希望献血者的热情永续不
断、连绵不绝！

献血热线献血热线：：82650788265078 1812036067918120360679 1897181501818971815018
献血地址献血地址：：市中心血站市中心血站（（温泉幸福路温泉幸福路11号号）、）、中国信合中国信合（（大商城对面大商城对面）、）、光谷广场光谷广场

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奉献爱心奉献爱心！！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

杨君遗失高新温泉爱尚衣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22303600145667，特声明作废。

杨君遗失高新温泉爱尚衣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2230119780304124X，特声明作废。

湖北联乐床具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建设用地批准书，编号
（2007）嘉土建字第302号，面积8105.14平方米，位置：鱼岳镇连
江大道，用途：商业、住宅用地，特声明作废。

湖北赤壁永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特声
明作废。

何业文遗失温泉一分利广告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1200MA49UM9F6B，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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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我镇金塘村原十三组村民李云生，于1992年在我所登
记了集体土地一宗，面积171.85平方米，证号110713016号，该
宗地原至湾头村一组插花地，土本结构，于2008年倒塌。经本
人申请，村组同意，对该宗地予以注销，原土地使用证作废。

特此公告
通城县国土资源局五里国土资源所

2018年3月23日

青少年贫血
青少年也是贫血人群中的一大部分，只是由于贫血

症状比较隐蔽，多表现为头晕、失眠等，而人们对青少年
身体健康的关注更多在于一些显性疾病，如感冒 、发烧
等。殊不知，贫血中的典型症状——头晕、失眠、厌食、注
意力不集中，才是青少年学生中最大的绊脚石。

人们认为 贫血 一般多见于女性及中 老年人 群，其
实，青少年也是贫血人群中的一大部分，只是由于贫血症
状比较隐蔽，多表现为头晕、失眠等，而人们对青少年身
体 健康 的关注更多的在于一些显性疾病，如 感冒 、发烧
等。孰不知，贫血中的典型症状——头晕、失眠、厌食、注
意力不集中才是青少年学生中最大的绊脚石。由全国中
小学生保健所提供的资料表明，钩虫病，缺铁症(即缺铁
性贫血)一直是中小学生“六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缺铁症主要是由于血液中的红细胞、血红蛋白低于
正常水平引起的。人体中的血红蛋白担负着向全身组织
细胞供氧的任务，青少年由于学习、考试压力大，精神高
度紧张，从而导致神经、消化、内分泌等系统功能失调，血
红蛋白减少，血液输氧能力就降低，造成组织缺氧，使身
体不能得到足够的氧来维持生命的代谢活动，尤其是脑
部缺氧，引发了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如头晕、头痛、记忆力
减退，精神不集中，人体免疫力降低等等。

因此，对青少年贫血要给予足够重视，家长应在饮食
结构上注意搭配，做到营养平衡，在选择保健品时，应选
择针对性的补铁类产品等，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jian kang jiao yu

教育

春光美如斯
养护正气时

核心提示

春季人体肝阳偏旺，肝木生心火，容易
导致心神失养。中医讲“心主神明”，其功
能正常，则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考敏捷，
对外界信息的反应灵敏和正常；阴阳失调、
心血瘀阻或是肝火大动、痰火扰心时，心神
就会失去安宁，表现出来心悸、恐慌或者
烦躁、抑郁。因此，春季应重视养心调神。

调神，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接近大自
然。绿色，乃大自然的本色。草坪、翠林、
绿叶、红花、谷物、蔬菜、瓜果等植物构成
的绿色世界是世人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

的所在。常到绿色环境中呼吸新鲜空气，
以及常食含叶绿素多的蔬菜、水果，是人
生长寿秘诀之一。这一点在春季调神中
尤为重要和突出。

随着春天的到来，闭藏了一个冬天的阳
气也渐发于外，人的精神情志活动普遍活跃
起来，大有“久静思动”之意。春光明媚、风
和日丽的春天，应外出到大自然中，登高赏

花，踏青问柳，置身于鸟语花香的春光中，呼
吸一下新鲜空气，舒展一下浑身的筋骨，这
会使人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此时，
不宜孤眠独坐，自生郁闷，以免扰乱心神。

传统养生观点认为，肝主升发，与春
天万物萌发之机相应。在精神调养方面，
应着眼于一个“生”字，一定要让情志生机
盎然，务必保持思想开朗、积极向上、乐观

豁达、精神愉快，要尽可能排遣沉闷、抑郁
等不良情绪，尤其是遇事戒怒。

要想保持精神愉快，还要培养开朗豁达
的性格、幽默感以及“知足常乐”的生活态
度，保持好的人际关系，可帮助人产生安全
感、舒适感和满意感，心情自然恬静舒畅。

(本报综合）

亲近绿色调心神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中医认为，随着气候、节气等环境状
况改变，人体五脏六腑的运行状态也会随
之改变，人的饮食起居也要相应调整，这
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在春天，肝气旺
盛而升发，人也应精神焕发。可是，如果
肝气升发太过或是肝气郁结，就容易损伤
肝脏，到夏季会发生寒性病变：女子会出
现面色无华、长斑长痘等症状；男子会萎
靡不振、毫无生气。

因此，顺应天时变化，对自己的日常
饮食起居及精神摄养进行相应调整，“未
病先防，有病防变”，加强对肝脏的保健正

当其时。
保持心情愉悦。肝喜条达，养肝首先

要保持心情愉悦。肝气抑郁不舒，就会双
肋胀痛。一个人如果郁郁不得志，有可能
肝也不好。中医说“怒伤肝”，即人在大怒
的时候，气血上涌，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
致昏厥。所以保持心情愉悦，调和五志，
保持中庸，也能养肝。

敲胆经。胆经位于身体外侧，是十二

经脉之一。每天敲打胆经，即双手握拳稍
微用点力敲打左右大腿外侧各50次，能
加速胆汁分泌，提升肝脏的功能，还能缓
解压力、放松心情，对养肝有益。

伸懒腰。人体困倦疲乏的时候，气血
循环缓慢，这时若舒展四肢，伸腰展腹，全
身肌肉用力，并配以深呼吸，有吐故纳新、
运气活血、通畅经络关节、振奋精神的作
用。伸懒腰后，血液循环加快，全身肢体

关节、筋肉得到了活动，睡意皆无，这样也
激发了肝脏技能，使肝脏得到“锻炼”，从
而达到保健效果。伸懒腰时，要使身体尽
量舒展，四肢要伸直，全身肌肉都要用
力。伸展时，尽量吸气；放松时，全身肌肉
松弛，尽量呼气，效果会更好。对老年人
来讲，经常做这一动作，还可以增加肌肉、
韧带的弹性，延缓衰老。

保证良好的睡眠。肝经当令是在夜
晚23时到次日3时之间，人在这时候应该
熟睡。多吃绿色食物，中医认为五色食物
养五脏，绿色食物养肝。

温补阳气肝为先

春天既要养肝，又要护脾。春季有人经
常腿抽筋，有人会腹泻，有人会困倦，这种情
形叫做“肝旺脾虚”。五行中肝脏属木，脾脏
属土，二者相克。肝气过旺，气血过多的流
注于肝经，脾经就会显得虚弱，脾主血，负责
血液灌溉全身，脾虚必生血不足，供血无力。

《千金方》载，春季饮食宜“省酸增甘，

以养脾气”。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人体气血化生之源，脾胃之气健壮，人可
延年益寿。而春天是肝旺之时，多食酸性
食物会使肝火偏亢，损伤脾胃。应多吃一

些性味甘平，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
质的食物，如瘦肉、禽蛋、牛奶、蜂蜜、豆制
品、新鲜蔬菜、水果等，帮助人体发寒散
邪，扶助阳气。在此，推荐一款养脾胃的

食疗方，供大家参考。
莲子银耳羹。将莲子肉30克、白木耳

20克放入锅中，加入400毫升水，文火煮烂
后，放冰糖少许，每天清晨服用。莲子肉善
入脾胃之经，能补脾胃之虚。白木耳善入
肺胃二经，能滋养肺胃之阴，二药相用，能
气阴双补。健康人食用，益于心脾。

增甘少酸护好脾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载文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
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这段话的意思是，春季的3个月是推陈出新、生命萌发的时令。天地自然都富有生气，万物显得欣欣向荣。此时，人们应该入夜就
睡觉，早些起床，形体舒缓，放宽步子，在庭院中漫步，使精神愉悦，胸怀开畅，保持生机。不要滥兴杀伐，多施与、少敛夺，这是适应春季
时令、保养生发之气的方法。如果违逆了春生之气，便会损伤肝脏，使提供给夏长之气的条件不足，到夏季就会发生寒性病变。

因此，春季调理得当，会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开个好头，使人一年受益。

嘉鱼县中医院

为“嘉马”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迅员邓丹、格红超、王业勤报道：3月18

日，嘉鱼县举办2018年湖北嘉鱼“环三湖连江”四分马拉
松比赛，嘉鱼县中医院医疗救护队及时提供医疗保障。

为确保医疗保障工作万无一失，该院针对活动性质，
提前制订了各项应急预案，备好医疗设备和急救药物。
并于3月14日召开电除颤技术操作和心肺复苏培训会，
进一步强化医护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比赛在乍暖还寒的风雨中开始，嘉鱼县中医院医疗队
在指定的路段早已设置好了急救点，随时密切关注运动
员的健康状况，对比赛过程中出现外伤和腿部痉挛的几
位运动员快速进行了处理，并安全转送至休息处进一步
救治。整个比赛中，各项医疗保障工作都有条不紊进行。

赤壁市医务人员无偿献血
本报讯 通讯员陈影报道 3月16日，在赤壁市人

民医院多功能厅，一场大型无偿献血活动正在进行。
由于春节期间献血人数减少，咸宁市血液中心血库

全面告急。得知情况后，赤壁市卫计系统呼吁广大群众
积极开展义务献血，医务工作者纷纷响应号召，集体参与
献血活动，许多党员干部带头献血。

赤壁市人民医院院长饶志强带头献血，他说，无偿献
血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当群众有需要的时候，我
们党员干部更应该最先站出来，为群众尽一份微薄之力。

赤壁市人民医院工会副主席宋军才生日献血，去年和
今年，他都用献血这种方式庆祝生日，他感到非常光荣。

赤壁市人民医院门诊药房负责人石焕阶、中西医结
合科医生郑冬、后勤中心副主任马继军多年献血，每人累
计献血量已达6000ml！

嘉鱼部署今年卫生计生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格红超报道：3月8日，嘉鱼县卫计

局召开2018年度卫生计生工作会议。
会上宣读了《嘉鱼县卫计局2017年度获得各级荣誉

情况通告》和《关于嘉鱼县卫生计生系统2017年度“十佳
系列”评选结果的通告》，并为“十佳系列”称号人员颁发
了荣誉证书，“十佳系列”代表、综合监督执法局负责人、
渡普镇卫生院负责人分别作了典型发言。

会议总结了2017年工作，部署2018年工作，动员全
县卫计系统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工作，为全县
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开创新局面。

卫生计生
咸宁市卫生计生委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家住咸
安的吴女士工作劳累，平常喜欢去理疗
店推拿按摩，既可以舒缓疲劳，又可以放
松心情。吴女士想咨询，日常推拿按摩
该注意啥？

永安办事处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提醒，久坐的上班族，肌肉容易出现过
度劳累，颈椎失稳，很多人都会去推拿按
摩来治疗，有时候确实可以起到效果。
但脊柱肿瘤、结核、骨折、脱位及类风湿、
痛风等症状患者，不宜做推拿，这些疾病
都被称为推拿之禁忌。而且要结合X光

片作出诊断，避免
误诊误治。

若 某 些 身 体
部位患有毛病，如

急性发炎、创伤、皮肤病、癌症，或近期
动过手术，按摩时便要特别避开这些部
位。此外，孕妇和患有糖尿病、心脏病、
多发性硬化、静脉曲张、及关节活动受
阻的人，一定要与按摩师商讨后再做按
摩。

推拿会直接接触皮肤，若局部皮肤
破损、溃疡、骨折、结核、肿瘤、出血等，不
宜做推拿按摩。

推拿保健的时间，每次以20分钟为
宜。最好早晚各一次，如清晨起床前和
临睡前。推拿后有出汗现象时，应注意
避风，以免感冒。

推拿的保健功效很好，但不建议天
天进行，只需要随着时间、季节变迁，通
过推拿做相应的调养即可。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入春后，
家住希望桥社区的聂女士买了很多补钙
冲剂、食品给孩子补钙，但她也担心，这样
给孩子补钙是否对孩子身体好。她咨询：

“如何科学补钙？”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每年的3月至5月，是给孩子补钙的
好时节。给孩子补充钙剂，最好是在吃牛
奶后30分钟左右。不要在孩子吃完植物
性的食物后补钙，这样会降低钙的吸收
率。此外，钙、锌的补充都要根据孩子的
具体需要定量，而且不要同时补充，最好
相隔4个小时以上分开补充，否则两种元
素会互相拮抗，影响吸收。

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身体发育所需
钙的数量并不一样。最为稳妥的方法就是

带孩子到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测，然后再根
据医生的要求适当补充钙质，千万不能觉
得孩子可能缺钙就跑到药店买一堆钙片给
孩子吃，这样很有可能起到反作用。补钙
必须要加维生素D，不要服用含磷的钙补
充剂。要以食补为主，推荐补钙的菜品
有：虾皮鸡蛋羹、煎炸小黄鱼、大骨汤等。

家长在孩子补钙时一定要注意低盐
饮食，少吃或不吃在加工制备过程中加入
太多钠的食物，如腌制肉或烟熏食品、酱
菜、咸味零食等。喝牛奶、吃钙片最好能
距离吃饭时间2小时左右，减少钠和钙的
相互影响。想要通过喝
排骨汤来补钙的话，在熬
排骨汤的时候更应少放
盐甚至不放盐。

推拿按摩该注意啥？春季如何科学补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