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护理牙齿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住咸安青龙社

区的市民王先生想咨询，日常生活中该如何护理牙齿？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工作人员提醒，居

民尽量少喝碳酸性的饮料。碳酸性的饮料会对牙齿造
成比较大的损害，比如可乐、果汁等等，特别是碳酸饮料
跟热水相结合的时候，牙齿的表面牙釉质容易被软化甚
至磨损。

居民1个月换1次牙刷较好,最长不超过3个月;刷
牙以温水为宜,水温以35℃—37℃为宜; 老年人或牙周
病患者宜选用较软的牙刷；吸烟或容易沉积牙结石者可
选用中等硬度牙刷。

牙刷刷不到处，可合理使用牙线等,去除细菌和食
物残渣;均衡地摄取食物,保护牙齿健康;提倡居民每半
年定期进行1次口腔检查，预防牙齿疾病。

鱼肉、米、扁豆、豌豆和蚕豆等食品含磷量高，磷酸
盐可形成缓冲系统，防止口腔过度酸化。儿童应多吃一
些豆类、豆制品、蔬菜、鱼、虾、牛奶等钙质丰富的食物，
以供给足够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使牙齿得到正常的发
育。

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总是进行偏侧咀嚼，只有一边受
力，会造成肌肉关节和颌骨发育不平衡，不仅影响美观，
严重的还会造成一边的牙齿过度磨损，甚至是颌关节出
现功能紊乱。

此外，可以用苏打(食用碱)洁齿，用牙刷沾一些小苏
打(食用碱),按正常刷牙的方法,每周1至2次,每次3分
钟,可以使牙齿保持明亮光洁。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一些老人上了年纪腰背不好，听说
用身体撞树能够刺激人体穴位和经络，
达到舒筋活血的目的，于是加入撞树大
军。这一看起来有些自虐的养生法，能
产生预期的效果吗？

“人体的背部督脉、膀胱经穴位挺
多，通过对背部穴位不同力度的撞压，
老年人觉得能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
潘国凤说，但每个穴位都是有准确位置
的，老年人用背撞树接触的是一个面，
所以很难撞击到需要刺激的精准穴位，
要想达到活血化瘀的目的显然不科学。

不仅如此，潘国凤表示，通过用身
体撞树的方式来刺激经络，潜藏着很多
隐患和风险。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骨
质疏松、基础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脑
梗等病史的，不主张用背撞大树的原始
方式进行锻炼。尤其是有较大肝血管
瘤、肺大泡的老年人，如果撞树的动作
猛、力量大，不仅会损伤肌肉、伤及脊
椎，还会有血管瘤、肺大泡破裂的潜在
风险。

“有些老人夏天光着膀子撞树，可
能会导致皮肤过敏。还有些老人有血
管硬化的现象，会有斑块的形成，在撞
树的过程中，很可能造成这些斑块的脱
落，一旦脱落就容易形成栓塞。”潘国凤
强调，背撞大树是一种很原始的做法，
老年人根本没必要去跟风冒险。

都说冬病夏治，天气热了，一些老
人顶着烈日躺在滚烫的石头上做起了

“石疗”。据称，高温“石疗”可以让身体
吸收能量，能很好地祛除体内湿气，比
按摩拔罐的效果还好。但也有人担心，
这样难道不会中暑吗？

众所周知，中老年人适当晒晒太
阳，能够促进钙吸收、防止骨质疏松。
但在高温下做“石疗”，不仅不能治病养
生，反而可能引病上身。

“老百姓认为高温‘石疗’的原理，
是用局部的热来刺激穴位，以达到热疗
祛湿的目的。其实，这种所谓的养生方
法不可取，也没有科学依据，当室外温
度高于人体体温，长时间进行‘石疗’，
很容易中暑、皮肤烫伤。”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潘国凤指出，尤其对有高血压、脑血管
疾病的老年人来说，随着室外温度的增
高，会增加血压升高、脑溢血的风险。

糖尿病患者尤其要警惕高温“石
疗”法。潘国凤解释说，糖尿病会引发
周围神经病变，病人表现为局部肢体有
麻木、寒冷的感觉，常常会对温度不敏
感。而暴露在烈日下的“石疗”，糖尿病
人有时皮肤烫伤了也没察觉，并且烫伤
后也很难愈合。

“如果老年人想要冬病夏治，我们建
议采取两种治疗方式，一种是很多医疗
机构都采用的湿热敷，哪儿疼、哪儿凉就
敷哪儿。”潘国凤介绍，还有一种是中药
蒸汽浴治疗，将身体泡在40—42摄氏度
的中药蒸汽浴中，从而达到温经通络、缓
解疼痛、祛风除湿、改善睡眠的作用。

烈日“石疗”效果赛拔罐1

身体撞树能舒筋活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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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撞大树、高温“石疗”、吊头悬挂……

老人健身，这些“彪悍”操作要不得

继暴走、倒行之后，“爬行健身”又成为
公园健身一景。公园晨练队伍中，戴着手套
的大爷大妈们三五成群，手脚着地、腰背拱
起，缓慢爬行，引得人们好奇围观。

爬行者认为，这样做可以将大地的气吸
收到身体里，并且对心脑血管健康有好处。
这项看起来有点另类的锻炼方式，真的有效
果吗？

事实上，爬行健身的说法并非空穴来
风，它起源于华佗的“五禽戏”，通过模仿动
物的爬行动作，以达到健身目的。专家表
示，爬行比较适用于身体健康的中青年人，

其优势在于既可以锻炼全身的肌肉，还能把
体重的压力分散到四肢，可减少对膝关节的
磨损和对脊柱的损伤。

“但爬行对于我们的颈椎是个挑战，毕
竟人进化为直立行走，头要朝上，爬行时头
脑耷拉下去，长时间可能颈椎受不了。”潘国
凤认为，尤其高血压、骨质疏松和腰椎不好
的人群，尽量不要选择这种健身方式。因
为，下蹲时间较长时，猛然站起容易出现脑
部供血不足的情况。再加上老年人的骨关
节处于退化状态，爬行健身可能会引发一系
列疾病。 (本报综合）

爬行健身能接“地气”4

吊头晃身能改善颈椎问题3
颈椎问题是现代人的通病，有些老人为

了治疗颈椎病，把头吊着不断晃动身体，并
做出各种动作。这看似是一种变相的颈椎
牵引方法，但让人看着胆战心惊。

“这种锻炼方式，我个人非常不建议采
用。老年人颈椎病的特点即为退化病变严
重，并且多伴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椎体不稳、
颈部肌肉力量薄弱和其他系统疾病的特
点。上述方式让身体的全部重量都由薄弱
的颈部承受，极易造成损伤。”中国医科大学
航空总医院中医正骨科副主任医师李志远
指出。

李志远介绍，牵引治疗是骨科、中医正
骨科治疗颈椎病的常用方法之一，通过正确
的牵引治疗，可以解除患者颈部肌肉痉挛，
缓解颈部疼痛的症状。同时，颈椎牵引通过
增大椎间隙和椎间孔，进而缓解神经根受压
与刺激，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淤血肿胀和
炎症的消退，松懈黏连的关节囊等，从而达

到改善颈椎病症状的目的。
但并不是所有颈椎病患者都适合牵引

治疗法，李志远说，比如，颈椎病伴发严重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严重骨质疏松者，颈椎严
重退行性改变，有骨桥形成的患者，还有颈
椎骨折、颈椎椎体滑脱以及椎管狭窄等患者
都不适合采用牵引的方式进行治疗。

“即便对适合牵引的病人，也要根据个
人情况和病情，掌握牵引的角度、力量、时间
和方式，才能做到安全有效的治疗。”李志远
提醒，如果像街头健身那样自行盲目牵引，并
且在牵引过程中进行晃动，很容易造成颈椎
关节紊乱，甚至椎体脱位以及骨折的发生，从
而压迫到颈部的血管、神经和脊髓，导致眩
晕、肢体麻木甚至瘫痪的发生，严重时还会危
及生命。老年人的颈部锻炼，要科学、适度，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如果确实有颈部
疾病，应该尽早去正规医院就诊治疗，明确
诊断从而选取最合适的方法及时治疗。

去公园或健身广场转转，会发现民
间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健身土法：躺在晒
得滚烫的石头上“热疗”；后背使劲往树
上撞；趴在地上爬行健身……它们真的
能起到养生强身的效果吗？专家提醒，
老年人健身不要太狂野，否则，养生不成
反伤身。

暑天谨防病从口入
每到夏季高温，医院的消化门诊、肠道门诊就会人

满为患，很多胃肠炎、感染性腹泻病人都是“吃”出来的，
情况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多器官衰竭、休克。

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近日收治了一位感染
性休克病人，起因就是因为吃了放在家里的隔夜菜。该
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茜表示，夏天没有保存好的食物
最容易造成细菌感染，病人最开始的症状是腹泻、拉肚
子。年轻人得病后，可通过补水、使用抗生素等恢复，老
年人对脱水比较敏感，较易引发休克、肝肾衰竭。

在浙江医院的肠道门诊，从7月开始每天约有三四
十位病人。该院肠道门诊主治医师陈玲说，这些病人大
多在30岁到50岁之间，大部分都是在外就餐、点外卖。
由于餐饮店的食物在高温下保存产生变质、寄生了细
菌，加之清洗不到位、烹制过程没有烧熟，引起病人腹
痛、腹泻、恶心、呕吐。

“像沙门菌、痢疾杆菌这些夏天常见的病菌，如果没
有灭菌，只是简单的清洗，其实处理不干净。”陈玲说，最
简单的灭菌方式是清洗干净和充分煮熟。

多位医院专家提醒，夏季老百姓要谨防病从口入，
少点外卖、不吃隔夜菜，冰箱里的冷饮、水果等需分隔保
存，以防细菌交叉感染；如果不小心“中招”要及时到医
院就诊，感染性腹泻一般口服3至5天抗生素就能缓解，
若腹泻次数较多，要及时补充水和电解质。

简单几步改掉晚睡习惯
对“夜猫子”而言，早起上班相当痛苦，但晚睡习惯

却难以改变。英国和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简单几步
就能调整作息，改掉晚睡晚起习惯，改善白天表现，促进
身心健康。

英国伯明翰大学、萨里大学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研究人员招募22名身体健康的“夜猫子”。这些志愿者
入睡时间平均为深夜2时30分，起床时间平均为上午10
时15分。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做出数个改变：首先，比平
常早起2至3小时，然后尽可能在室外接触自然光；第
二，比平常提前2至3小时入睡，夜间尽量避免接触各种
照明光线；第三，工作日和休息天固定入睡和起床时间；
第四，早起后尽快吃早餐，每天固定午餐时间，晚7时后
禁食。另外，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只在上午运动、下午3
时后不摄入咖啡因、下午4时后不小睡。

坚持3周后，志愿者成功把睡眠生物钟往前调2小
时，睡眠时长与往常相当。志愿者自述白天犯困程度、
压力感和抑郁感减轻。测试结果显示，志愿者反应速度
有所提升。 (本报综合）

夏季天气炎热，紫外线强烈，人体出
汗较多，加之空气湿度高，细菌、真菌活
跃，蚊虫孳生，是各种皮肤病的高发期。

热出来的夏季皮炎

典型症状为发生于四肢，对称分布红
斑、小丘疹，瘙痒明显并伴有灼热感。病
情轻重与气温、湿度密切相关，气温高，湿
度大，持续天数就长。

防治窍门：穿透气性好、吸水性强的
衣裤，室内注意通风降温，保持皮肤清洁
干燥。可口服一些抗过敏药物，外用炉甘
石洗剂或三黄洗剂。

晒出来的日光性皮炎

这是阳光中的紫外线尤其是UVB所

引发的急性光毒反应，又称“日晒伤”，多见
于皮肤白皙者，表现为手背、胸前、面部等
暴露在外的皮肤出现红肿，或丘疹、水疱。

防治窍门：夏日外出要避开阳光强烈
的时段，不得不外出时，穿长袖上衣和长
裤，或打伞、涂防晒霜等，以避免阳光对皮
肤直接照射。已有症状者可用冷毛巾或
绿茶水湿敷作简易治疗；如症状较重，建
议就医。

咬出来的丘疹性荨麻疹

这是青少年常见的风团样丘疹性皮
肤病，多为某些昆虫叮咬具有过敏性体质
者而发病，皮损为绿豆或稍大淡红色丘
疹，性质坚硬，搔破后结痂。

防治窍门：注意保持室内清洁，开窗

通风时不要忘记关纱窗，防止蚊虫飞入。
郊游时尽量穿长袖衣裤，不要在湖边等靠
近水源处扎营。治疗上可服抗过敏药物，
外用炉甘石洗剂或地塞米松乳膏。

出汗惹出的痱子

这是皮肤汗腺开口部位的轻度炎
症。夏季炎热，人体出汗较多，使表皮长
时间浸渍在汗液中，加上皮肤上累积的污
垢堵塞了汗腺开口，从而导致痱子发生。
小儿皮肤娇嫩，汗腺发育不成熟，汗液不
易排出，此病小儿更为常见。

防治窍门：注意室内通风、降温，衣服
要宽大、柔软、吸水性强，勤洗澡，出汗后
要及时擦干。平时可多喝绿豆汤、金银花
水，忌食辛辣刺激食物及浓茶、咖啡。

癣病罪魁是真菌

癣病是由浅部真菌如红色毛癣菌、须
癣毛癣菌等感染所引起的一类疾病。病情
在夏季往往发作或加重，冬季减轻或消退。

防治窍门：注意个人卫生，避免去卫
生不达标的公共场所，如澡堂、发廊、旅店
等。不要和癣病患者共用生活用品。对
较轻病情，外用药物就可以达到治疗目
的，皮损严重的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内服
一些副作用小的抗真菌药物。

夏季暑热当道，提醒广大读者日常注
意摄入清淡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鱼
类；及时补充水分、盐分，保持皮肤滋润和
体内电解质平衡；保证充分睡眠，保持精神
舒畅；坚持适度锻炼，加强自身抵抗力。

炎炎夏日，小心这些皮肤病

崇阳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崇土网挂G[2019]018至02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
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19年8月13日至2019年9月12日，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公
开挂牌出让四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
编号

G[2019]
018号

G[2019]
019号

G[2019]
020号

G[2019]
021号

土地位置

崇阳县
天城工
业园区
崇阳县
天城工
业园区
崇阳县
天城工
业园区
崇阳县
天城工
业园区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3772.2

11635

13322.7

20079.8

土地
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
1.0

≥
1.0

≥
1.0

≥
1.0

建筑
密度

≥35%

≥35%

≥35%

≥35%

绿地率

≤20%

≤20%

≤20%

≤20%

出让
年限
（年）

50

50

50

50

竞买保证
金

（万元）

73

25

31

47

起始价
（万元）

362

125

154

231

增价幅度（万
元）

5

5

5

5

土地估价备案号

4209519BA0011

4209519BA0010

4209519BA0082

4209519BA0081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参加竞买须提出竞

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2、申购G[2019]018号、G[2019]019号、G[2019]020号、
G[2019]021号地块的竞买人，应符合“崇阳县招商和投资促进中心明确

拟引进项目属国家鼓励类行业”的要求。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

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
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操作说明》和
《崇阳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录咸
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http://219.139.108.3/GTJY_HBXN/）
查询。申请人可于2019年8月13日至2019年9月10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下午16时。
网上报价时间：

1、G【2019】018号地块为2019年9月2日上午8时到2019年9月12日
上午10时止；

2、G【2019】019号地块为2019年9月2日上午8时到2019年9月12日

上午10：05时止；
3、G【2019】020号地块为2019年9月2日上午8时到2019年9月12日

上午10：10时止；
4、G【2019】021号地块为2019年9月2日上午8时到2019年9月12日

上午10：15时止；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

将自动转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阳县支行
账户名称：崇阳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17705201040001705、加订单流水号
八、湖北省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本次

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
间自行踏勘现场。

九、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
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
曾先生 0715－3333801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
周女士 15971562219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8月13日

赤壁市开展工业（冶金）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8月5-8日，赤壁市工业冶金专委

会办公室、市科信局联合市应急管理
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并
聘请第三方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对
赤壁高新区、蒲纺工业园区、蒲圻办事
处、车埠镇等19家工业（冶金）生产企
业进行了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全面排查企业工艺系统、基础设
施、技术装备、作业环境、防控手段等
方面存在的隐患，以及安全生产体制
机制、制度建设、安全管理组织体系、
责任落实、劳动纪律、现场管理、事故

查处等方面存在的基础管理类隐患和
现场管理类隐患。

通过检查，共发现151条问题和隐
患，其中管理及制度建设方面81条，现
场及设备设施方面70条。针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检查组指
出，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严格按照“五落实五到位”的要求，
迅速整改到位，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
度，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安全
生产。

（胡明山 魏昭晖 龙维）

遗失声明
张谷员遗失位于通城县五里镇尖山村五组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2455-

40号，面积262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王佐勇遗失鄂L15295号车辆商业保险发票，号码：042001600211，金额

23573.18元，特声明作废。
王晓春遗失残疾证，证号：42120220110211356152，特声明作废。
朱轩慧遗失咸宁碧桂园碧湖环玉九街十二号的契税票据，票据号：0006625，

金额45444.76元；维修资金票据，票据号：0008552，金额10272元，特声明作废。
咸宁永茂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章烈广印）各一枚，特声明

作废。

认尸启事
2019年08月04日17时57分许，在S214线赤壁市车埠镇马

土坡村二组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一名男性死
亡，死者系一名身份不明的男性，55岁左右，身高约165cm，身材
较瘦，身穿蓝色T恤和灰色裤子。如有知情者，请与赤壁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事故科联系。

联系人:徐警官 18995828875 倪警官 18171885372
赤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二0一九年八月六日

声 明
因规范管理的需要，通山金湖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422326000015626）特别声明如下：本公司原公章、财务专用
章、票据专用章、法定代表人邹红兵的印章等自即日起全部作废，
并启用新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新章与旧章有显著区别）。此后，
使用/加盖上述已作废印章的行为一律无效，对本公司不发生任
何效力，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通山金湖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13日

湖南省湘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获悉，近
期有人以本公司委托人身份，
以本公司在湖北咸宁等地有工
程项目为名实施“项目合作”、

“工程承包”等各种形式的诈骗
活动。在此，郑重声明:

目前，本公司在该地区无

任何工程项目，任何单位、个人
以本公司名义签署的各种合
同、协议等均为假冒、非法、无
效，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与本
公司无关。

本公司将把相关诈骗违法
犯罪线索向有关公安机关举报。

特此声明!
湖南省湘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