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搜上似乎总有个固定位置叫：明星减肥。大部分普通人

想要减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节食。但不少人节食一段时间

好不容易瘦点，不久又被“打回原形”了。“明明我已经吃得很少

了，前期减重效果明显，为什么后期体重就没有变化了？”专家表

示，靠饿肚子减肥是不靠谱的，“我们常常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减

肥’，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真的有一定道理，吃饱了吃对了才能

有效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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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跌倒别着急站起来
面对“跌倒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大部分人的第一反

应是“爬起来”。但如果是老年人跌倒呢？专家表示，老
人最好不要马上急着站起来，旁边的人看到老人跌倒，
也不要着急去扶，先判断是否有骨折，如果是骨折，贸然
移动，很可能会造成复杂骨折，提高治疗的难度。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骨外科副主任医师刘旭良介
绍，老人跌倒了，如果他有清晰的自我意识，他会告诉你什
么地方疼，像这种情况就比较好判断。如果老人自己判断
不了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他受伤的方式，比如说他是自己
摔倒的，还是被车撞伤的，可以判断他大概受伤在哪个部
位。如果没有办法作出判断，还是尽量不要贸然移动老
人，以免给老人造成第二次伤害，提高治疗的难度。

老年人年龄较大，肢体活动功能有所下降，如果跌
倒后自己感觉问题不大，可以站起来，那就在旁人的帮
助下慢慢试着站立，动作一定要缓慢，过急过快的动作
容易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

旁边的人如果看到老人摔倒，可以先观察一下，如
果判断是脊柱受伤，要让患者平躺在安全的地面或床
板。如果是手腕这个地方骨折，可以用书本简单地包起
来，然后用绳子捆绑做成一个简单的固定的支具。

刘旭良强调，如果老人是头部或者腰部受伤，是不
可以随便扶起来的，尤其是出现骨折的情况，最好是马
上呼叫120，原地等待救援。

他提醒老人，出门时最好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走动，
如果行动不便，建议携带手杖辅助，一方面可以走得稳，
另一方面，可以提醒路人，自己的腿脚不便，以免不小心
被撞倒。 （本报综合）

健康话题
jian kang shi dian

为什么有的人吃得很少仍然瘦不
了？为什么节食瘦下来后，一恢复正常
饮食又马上胖回去了呢？广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潘丹峰解释，要弄
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清楚是什么
导致了肥胖。肥胖是长期能量摄入超
过能量消耗，过剩的能量在体内转化为
脂肪，并过度积聚而导致的代谢失衡。

人体的热量基本上是从饮食中摄
取的。人体消耗的总热量主要由三大
部分组成：

一是基础代谢率。是一个人维持
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所消耗的卡路里
数，主要用于呼吸、心跳、氧气运送、腺
体分泌，肾脏过滤排泄作用，肌肉紧张
度，细胞的功能等所需的热量。基础代
谢占到人体总热量消耗的七八成，是人
体消耗最多的一项。

二是体力活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
身体的日常活动、运动消耗。

三是食物消化的热效应，指的是在
进食过程中引起能量的消耗。

节食为什么不能实现真正的减肥？
在医院减重门诊，医生也碰到很多

案例，有的人通过节食吃得很少，甚至

晚上不吃饭，发现自己一开始节食可以
减掉一些重量，但是后面就再也减不下
去了。

潘丹峰解释说，基础代谢率不是一
成不变的，当你节食，特别是节食时间
比较长的情况时，身体就觉得你的能量
不能够满足你的能量需要，就会降低基
础代谢。

“原理很复杂，简单点说，身体从正
常的‘能量消耗’模式会转到一个‘节能
’模式，打个比方，就像你手机用电一
样，当你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可以选择节
能模式。人体大脑里面的下丘脑有各
种激素去调节人体的情况，当你长期节
食，身体调节系统就会以为你处于一种

‘饥荒’状态，就会启动保护人体的‘节能
’模式，促使机体的基础代谢率下降。比
如一个人每天身体的基础代谢本来要消
耗1000卡路里，现在由于节食，机体启
动保护‘节能’模式，只用消耗800卡路
里，你的能量消耗下降了，就更不容易去
动员储存在体内的脂肪了。”

潘丹峰表示，在临床上碰到一些减
肥的患者，因为节食能量摄入已经很少
了，基础代谢率已经很低，在能量消耗
比较低的情况下，很难再消耗体脂，在
这种情况下，医生会建议患者适当增加
进食量，将基础代谢率调高一点，然后
再启动减肥。所以“吃饱了才有力气减
肥”，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有道理的。

减肥不能忽视“基础代谢率”

卫生健康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

wei sheng jian kang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13日，
家住咸安三元社区的姜女士想咨询，该
如何科学预防偏头痛？

三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除了某些疾病，在生活中很多
坏习惯也是引发偏头痛的原因，所以在
生活中我们应改变不好的生活习惯，最
大程度上预防偏头痛。

血糖过低会引发偏头痛。这通常
是因为没有摄取足够的营养，或摄入太
多精制碳水化合物，导致血糖一下升得
太高，然后降得更低。想要控制血糖水
平，就得少吃多餐。建议居民控制精制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如少食糖和白面
包，可换成全谷物面包和粗粮。

酪胺会导致大脑释放去甲肾上腺
素，进而引发头痛。许多常见的食物均
含有酪胺和亚硝酸盐，比如香肠、培根、

火腿、油炸食品。含有大量调味料（比
如味精、人工添加剂）的食物，也会引发
偏头痛。

脱水是偏头痛发作的主要原因之
一。脱水时，身体会疼痛和不适，可能
还会感到疲倦、肌肉无力和头晕。最好
的天然饮料是白开水。

工作和生活压力大，久而久之会引
发偏头痛，居民要我学会自我减压。比
如感到疲倦时小睡片刻、听一些愉快的
音乐，给自己做按摩放松一下，时常对
自己进行心理疏导等，用一些简便的方
式给自己的精神减压。

如何预防偏头痛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

住温泉社区的王女士想咨询，如何预防
老年性耳聋？

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
人员介绍，老年人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要充分重视营养，平时多补充锌、
铁、钙等微量元素。尤其是锌元素，对
预防老年性耳聋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老年人要注意保持心态平和，情绪
稳定。老年人的血管弹性不足，如果情
绪激动，很容易导致耳血管痉挛。特别
是老年人血液黏稠度高，更会加重内耳
的缺血缺氧，致使听力下降。

老年人应避免在噪音大的地方久
待。长期的噪声刺激，可使听觉器官经
常处于兴奋状态，使之产生疲劳。同
时，噪声刺激还可使脑血管处于痉挛状
态，导致听觉器官供血不足而致聋。另

外，长期的噪声刺激会使人心烦意乱，
血压升高及发生神经衰弱，也影响听
力。老年人要注意尽量避开噪声大的
环境或场所，避免长期的噪声刺激。遇
到突发性噪音时，要及时以手遮耳，并
尽快远离，以减少噪音对耳膜的冲击。

戒掉烟酒。因为吸烟会引起尼古
丁中毒，饮酒会引起酒精中毒，都能直
接损害听神经。长期大量吸烟、饮酒还
可导致心脑血管功能紊乱，引起或加重
心脑血管疾病，使内耳供血不足，从而
影响听力。

加强体育锻炼。坚持体育活动，能
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从而使内耳血液
供应得以改善。锻炼项目可以根据自
己的身体状况和条件来选择，例如散
步、慢跑、打太极拳等都可以，但要坚持
经常做。

如何预防老年性耳聋

农发行咸宁市分行开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1月2日，农发行咸宁市分行召开专题

学习会，由党委书记董锦铭向机关全体党
员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董锦铭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
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我国
国家治理的历史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决定》
的总体要求、目标和重要任务；坚持党的领
导、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等5个方面系统
阐述了全会的核心精神。

董锦铭强调，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具体到咸宁分行，就是在全面落实上
级行各项内控制度的前提下，重点落实和建
立好4项制度：严格落实党内制度，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建立项目集中会审制度，提高
审批命中率；落实各项例会制度，抓好规范
运行；强化追责问责制度，抓好作风转变。

董锦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从自身
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切实强化制度意
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作制度执行的表
率，带动全行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
度、坚决维护制度。 （李铮）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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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
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受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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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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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网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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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意向竞买人可于2020
年1月13日起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咸宁市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
截止时间为2020年2月12下午16时，挂牌起始
时间为2020年2月3日8时整，揭牌时间为2020
年2月13日9时。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网上

交易系统限时5分钟在线询问，有竞买人在此规定
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限时竞价的，系统自动进
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

六、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办
理CA数字证书，办理流程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详见《数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地址：咸宁市体育路希望巷175号
咨询电话：15629968858、15971562219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详

细阅读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查询网址：湖北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http://219.139.108.3/GTJY_HBXN/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715-4818356、13339870488
八、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更或补充，以通城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月13日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编号

1

地块编号

G[2019]022

土地位置

通城县新塔社区
通城大道东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4880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15%

起始价
（万元）

535.99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535.99

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供地规划条件以地块挂牌文件和最终审批的具体
供地规划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2月13日，以
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一宗工业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我单位于2019年12月28日在
《咸宁日报》发布的《崇阳县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P[2019]054
号》，因土地存在有关瑕疵，终止拍卖。

特此公告。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月14日

崇阳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终止公告

项目总投资人民币8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约199万元，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2.5%，项目
地点位于嘉鱼县潘家湾镇武通街，除生态板生产车
间需要改造外，其他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建设内容
包括棕榈垫生产车间、环保垫生产车间、芯板制作
车间、制胶车间、仓库以及办公区等，公司不设食
堂。项目年生产棕榈垫450万平米，环保垫150万
平米，生态板60万张，另外配套生产胶水10000吨。

2020年1月8日该项目于咸宁市生态环境局
网站进行征求意见稿和公参意见表公示（网络连

接 ： http://sthjj.xianning.gov.cn/xxgk/hjj-
gxxgk/hpsp/spgs/202001/t20200108_
1905609.shtml），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查看项目
信息并反馈公众意见。

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可填写公众意见表（进入
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下载附件），并采取发信函、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对建设项目环境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提交给我公司。

联系人：戴超 联系方式：13098351969 邮
箱：717299182@qq.com

湖北龙人床垫有限公司床垫、生态板生产
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登报公示

湖北鹤翔工贸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高固体
分涂料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登报公示

湖北鹤翔工贸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嘉
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一期主要从事化
学品销售经营。现我公司拟投资4000万
元，于厂内二期预留空地建设一座综合楼、
两座甲类生产车间、一座丙类生产车间、两
座丙类仓库、四座甲类仓库以及配套污水处
理设备。主要构筑物总建筑面积约为
17421平方米，建设两条环氧防腐漆生产线
以及一条水性环氧树脂生产线。项目建成
后可形成年生产3000吨环氧防腐漆以及
2000吨水性环氧树脂涂料的生产能力。

湖北鹤翔工贸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
高固体分涂料扩建项目原名为年产 5000
吨高固体分涂料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分
别于2019年8月29日及2019年11月8日
在咸宁市环保局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并于
2019年12月15日通过了专家评审会议。
现由于环评单位编制人员调动、项目备案名
称调整，但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未发生变
化，建设单位重新委托黄冈翱翔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评修改完善。
黄冈翱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

年12月20日接受委托，在重新踏勘现场
和进行资料整合后，于2019年12月25日
在咸宁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了一次公
示，并在一次公示时间内对报告进行修改
完善，2020年1月6日，于咸宁市生态环
境局网站进行征求意见稿和公参意见表
公示（网络连接：（http://sthjj.xianning.
gov.cn/xxgk/hjjgxxgk/hpsp/spgs/
202001/t20200108_1905421.shtml），公
众可通过网络链接查看项目信息并反馈
公众意见。

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可填写公众意见表
（进入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下载附件），并采
取发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对建设
项目环境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我公司。

联系人：曾少甫
联系方式：19979135982
邮箱：2920782309@qq.com

咸安区大森门业遗失税控盘，设备号：661546562126，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21202MA4A08MM53，特声明作废。

咸安区大森门业遗失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200171320，
发票号码：13986014-13986017、14102030-14102045，特声明作废。

李华英遗失赤壁市车埠西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22302600067847，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肖岭乡肖岭小学黎时甫遗失小学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号码：
964211020000071，特声明作废。

皮爱平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上阔村四组的集体土地证，证书编号：
120407052，建筑占地170.44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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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节食不仅不能减肥，还会危害身体。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减肥
这是真的!
节食只会降低基础代谢率，让减肥变得更难更难

大家都知道，肥胖不但影响体形，还会
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但长期过度节食，很
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

首先就是会导致营养失衡，某些营养
素的摄入会受到影响，矿物质及维生素的
长期缺乏会导致某些身体机能下降，出现
疲乏甚至贫血、免疫功能下降等，更容易受
到微生物的侵袭、病毒的感染。不适当的
节食还可能造成肌肉蛋白的丢失，肌肉蛋

白减少也会使基础代谢率下降，这对我们
的身体也是不利的。

潘丹峰表示，减肥有很多学问，如果真
的想减肥，还是要求助专业医生。肥胖的
初步判断可通过计算体质指数（BMI）做
出，也可量腰围，如要准确诊断可到营养专
科用人体成分分析仪测定。有的人觉得自
己胖，想减肥，但是通过测量，体脂率并不
高，医生也不建议去盲目跟风减肥。

节食危害身体 别盲目跟风减肥

那么对胖人来说，如何才能科学有效
地减肥呢？

潘丹峰介绍，每个人的能量消耗和代
谢状况不一样，很难有适合大多数人的食
谱方案，总体上来说，记住这几个饮食原
则，不用饿肚子一样能减肥。

1.少吃高能量食物
日常饮食建议选择低能量食物。“有的

食物小块就有很高的能量，我们叫做高能
量食物，类似我们吃点坚果、炸薯片之类
的，也没有感觉很饱，但是这些食物能量其
实是很高的。建议留意食物标签的能量一
栏。”潘丹峰说。

2.主食类建议可以多选择吃粗杂粮
可以把一餐白米饭换成如燕麦、全麦

面点和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如通心粉、荞麦
面等），因为粗粮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B
等，营养更丰富，而且这些食物饱腹感更
强，与精米面食相比，吃同样分量时更不容
易出现饥饿感。

3.适量吃肉类，可以选择多吃白肉
白肉是指禽肉、鱼肉这一类；红肉也可

适当吃，但避免脂肪含量高的品种，如肥
肉、牛肉、羊肉等。

4.多吃些蔬菜
特别是绿叶蔬菜或十字科的蔬菜，如

生菜、菜心、西兰花、菜花等，水果应选择低
能量的，如小番茄、草莓、三华李、鲜西梅
等；避免喝果汁。

5.注意吃饭顺序，吃饭前适当喝一小
碗汤

喝点汤可以增加饱腹感，可以在正式
吃饭前，先喝一小碗汤，然后再吃半碗青菜
才开始吃饭，这样可以避免摄入过多主食。
有人说喝汤会稀释胃液，但饭前少量饮汤，
对于消化功能正常的减肥者问题不大。

6.配合一些基本运动
比如快走之类，但是不主张激烈的运

动。像快跑这类运动，对胖人来说并不合
适，反而会加重关节负荷。

自律性实在比较差的胖人，可以到医
院找专科医生，医生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和病人意愿制订减重方案，给出详细的食
谱。 （本报综合）

吃饱也能减肥 记住这几个原则

市卫健委

召开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本报讯 记者刘念、通讯员余伟、谢燕子报道：10

日，市卫健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在市疾控中心召开。市委主题教育第十四巡回指导组
成员、市卫健委领导班子成员、市直直属卫生健康单位
班子成员及党务工作者参加会议。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不断推动主题教育走
实走心，扎实做到主题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卫生健康
事业是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性工
作，接下来，他们将巩固扩大前期主题教育成果，紧紧抓
住问题整改，把为民服务解难题不断推向深入，让老百
姓有更多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市委主题教育第十四巡回指导组副组长何志添充
分肯定市直卫生健康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建议，市卫健委应从持之以恒，
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持续推进专项整治和问题整
改；积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五个方面着手，把主
题教育成果与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
恒课题、终身课题。

通山县卫健局

开展节前慰问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熊丹报道：为确保困难群众能过上

一个祥和、快乐的新春佳节，近日，通山县卫健局组织帮
扶干部开展“节前慰问送温暖活动”。该局党组成员带
领帮扶干部36人，对所驻的通羊镇宋家桥村180户贫困
户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

帮扶干部深入帮扶户家中，了解他们全年的家庭
收入、惠农补贴、种养殖业的发展等各方面的情况以
及他们在生活、生产等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同时送上
生活中所需的大米、食用油、棉衣、棉被等慰问品和慰
问金。

在活动现场，帮扶干部以拉家常的形式向贫困户宣
讲了扶贫惠民政策，一起探讨2020年脱贫致富的办法，
鼓励他们勤劳致富。

截至目前，该局共为宋家桥村贫困户送去慰问金4
万元，大米2吨，油100壶，棉衣棉被100余件，物资折合
人民币2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