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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运动后出现反应能力下降、平衡感降
低、肌肉弹性减小，或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时，
就要注意了，这很可能是“运动性晕厥”的先兆。

以下是最常见的四种运动性晕厥：
低血糖性晕厥 由于长时间剧烈运动，

体内血糖消耗过多而发生低血糖反应，引起晕
厥。此类晕厥多见于参加长跑、长距离滑雪、
滑冰或骑自行车者。有低血糖病史的人进行
这些运动时，更容易诱发此类型的晕厥。当健
身者血糖降低至2.8毫摩尔/升，会出现饥饿
感、乏力、出汗、头晕恶心、心动过速、神志恍惚
等症状，如果处理不及时会发生危险。

预防 不要在空腹的时候运动，尤其是长
时间运动。有低血糖病史的人，锻炼前应该适
当补充食物，且随身携带一些高热量食品，如
糖果、巧克力等，如果运动中出现饥饿感、乏力、
出汗、头晕恶心等症状，应及时补充食物。

血管减压性晕厥 此类晕厥经常发生于
一些运动经验不足的女性，她们或由于情绪不
稳，或由于工作过度疲劳，或者还处于疾病恢复
期，如在这些情况下进行大强度的锻炼，很容易
发生晕厥。发作前常有眩晕、出汗、恶心、面色
苍白、肢体发软等症状，持续数十秒至数分钟后
意识丧失，数秒至数十秒后又可以自行苏醒。

预防 在身体疲劳、情绪不稳定或遭受
精神刺激时，不要立即投入到运动中。如果
处于疾病恢复期，为了健康起见，可以先进
行低强度的锻炼，随着病情好转，逐渐增加
运动量。一旦感觉到肢体发软等症状，应该
及时停止，原地休息。

心源性晕厥 由于各种“心脏病”会导

致心输出量减少，使大脑缺氧，出现晕厥，这
是比较危险但又十分常见的类型。此类晕
厥最常发生在有冠心病、心肌炎等心血管疾
病患者身上，青年和中老年人均可能发生。
运动时突然用力常常是发作的诱因，发作之
前常有心悸、胸痛、面色苍白、呼吸困难等先
兆，如果这时做心电图，多有异常表现。

预防 患有此类“心脏病”的人在锻炼前
最好进行体格检查，特别是心血管系统的检
查，由专业医生为你制定合理的健身方式，并
加强监测。运动时，最好随身携带一些相关的
药物，如果运动中出现心悸、胸痛、呼吸困难等
症状时，要立即停止运动，并服用相关药物，待
病情缓解后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重力性晕厥 当练习跑步、自行车等需
要下肢发力的运动时，下肢肌肉毛细血管大量
扩张，如果在运动比较剧烈的时候突然停止，
大量血液淤积在下肢，会导致血压下降，脑供
血不足，引起晕厥。晕厥前会出现头昏眼花、
软弱无力、脸色苍白、四肢发冷等预兆。

预防 在长跑、骑车等运动后不要立即停
止，即使感到精疲力竭，也要由其他人搀扶着
走一段距离，避免晕倒。（州医疗集团 供稿）

运 动 过 量 防 晕 厥

对于女性不孕检查有哪些项目呢？女
性朋友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做到有备无患。

（1）女性不孕检查 系统检查除全身检查
以外，还应当做生殖系统检查。除了一般视
诊、触诊外，还要做阴道窥镜检查及内诊（双合
诊或是三合诊），初步了解阴道、子宫、宫颈、输
卵管、卵巢及盆腔的大致情况，例如子宫的大
小、位置是否正常，输卵管、子宫、卵巢有无肿
块、压痛，子宫有无抬举痛，附件的活动度等。

（2）女性不孕检查 推测有无排卵及预
测排卵期：可以通过基础体温测定以及宫颈
黏液检查或激素测定来判断。

（3）女性不孕检查 子宫内膜检查：必要
的时候通过活检了解子宫内膜的功能状态，而
且该项检查又是了解有无排卵或是黄体功能
状态的可靠方法，与此同时还可以了解宫腔的
大小，排除宫腔病变，如结核、子宫肌瘤等。

（4）女性不孕检查 内分泌功能测定：例
如在月经周期的不同时间做血清雌激素、孕
激素水平的测定，以了解卵巢功能的情况；
测定基础代谢率，以了解甲状腺功能；进行
肾上腺功能检查以及血清泌乳素测定等。

（5）女性不孕检查 输卵管通畅检查：包

括输卵管通气或者是通液检查和子宫输卵管
造影，主要了解输卵管通畅与否，以及子宫输
卵管发育是否正常，有无畸形等。对于输卵
管欠通畅者（如轻度粘连）兼有治疗作用。

（6）女性不孕检查 免疫学检查：了解有
无抗精子抗体存在，除了进行抗精子抗体测
定外，还可以通过性交后试验、体外精子穿
透试验等间接了解之。

（7）女性不孕检查 颅脑部（蝶鞍部）X线
检查：了解垂体是否有肿瘤或者是其他病变。

（8）女性不孕检查 染色体检查：有一些
不孕症与体内存在抗精子抗体有关，所以有
时还需进行有关的免疫学检查。

芒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女性咨询热线：
2127533

女性不孕应做哪些检查？

●哪些人可以缴存住房公积
金？所缴公积金归谁所有？

1、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
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
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
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
都应缴存住房公积金。

2、所缴住房公积金归职工个人
所有。

●职工如何缴交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如何计算？

1、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
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

2、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缴
存基数×缴存比例×2。

缴存基数：指上一年度的月平均
工资总额，最高不超过州统计部门公
布的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3倍，最低不能低于州社保部门公
布的上一年度月平均最低工资标准。

缴存比例：为 5%至 12%的范围
内，以全州行政事业单位为例，目前
州直 10%、芒市 8%，瑞丽、畹町 12%，
陇川10%，盈江10%，梁河6%，住房公
积金缴存额须四舍五入至元位。

●如何了解本人公积金缴存情
况？

1、登录德宏州住房公积金网站
（网址 http://www.dhgjj.cn），点击个
人业务查询，初始密码为6个6。

2、可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当地
公积金管理部门查询。

●在本州内工作调动，如何办理？
办理人员应持调令或商调函等

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验证原件）、填
写完整并加盖公章的转移表到业务
网点办理转移。

●职工所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计
息吗？

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按照国
家规定的利率于每年6月30日结息，
计入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
户，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并
享有免征利息税的优惠政策。

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上年余额，按银行挂牌三个月定期利
率计息。

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当年归
集额，按银行挂牌活期利率计息。

●新开户单位如何办理住房公
积金缴存登记？

经办人员携带单位组织机构代
码证或工商营业执照，经办人身份证
明，单位职工工资表相关资料到当地
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填写住房公积金单位开户审批表。
管理中心审核后，当月内到确定的受
托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
续，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开设职
工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

（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供稿）

教你申领住房公积金贷款（归集篇）

早 醒
有些人早晨 4、5 点钟即从睡梦

中醒来，醒后疲乏无力，难以再入睡，
而且醒后心情不轻松，反而郁闷不
乐。这种表现临床上称为早醒失眠，
主要见于各类抑郁症和精神心理障
碍病人，尤其抑郁症患者多见。有一
些老年人出现心理障碍的最早症状
就是早醒失眠，并伴有烦躁不安症
状，严重的会导致轻度精神障碍，老
年痴呆也与其有一定关联。所以，老
年人早醒失眠不容忽视，更不应视为
正常现象。

头 晕
正常情况下，早晨起来时应该感

觉头脑清醒。如果晨起后头脑昏昏沉
沉的，或者有头晕现象，患者可能有颈
椎骨质增生，压迫颈椎动脉，影响大脑
血液供应。另外，人在血黏度增高时血
流减慢，血氧含量下降以致大脑供血供
氧受到不良影响，而血黏度的高峰值一
般在早晨出现。所以早晨头晕、头昏者
有可能患有颈椎病或高脂血症。

浮 肿
一般健康人在早晨醒后也可能出

现轻度的浮肿，但起床活动后浮肿现象

应在20分钟之内彻底消失。如果在清
醒后，头面部仍有明显浮肿，特别是眼
睑浮肿，可能是肾病或心脏病的征兆，
应到医院检查一下肾脏及心脏的情况。

晨 僵
晨僵是指清晨醒后，感觉全身关

节、肌肉僵硬，活动受限。在活动后，关
节和肌肉才逐渐伸展开来。一般来说，
中老年人如果有明显的晨僵，且全身关
节活动不灵活，就说明可能患有类风
湿、风湿、骨质增生等疾病；一些有过敏
疾病的患者，如多形红斑、皮肌炎、硬皮
病等，也会出现明显的晨僵现象。

饥 饿
有些人在凌晨4、5点钟醒来后感

到饥饿难忍、心慌不适，还伴有疲惫无
力，吃一些食物后症状有所缓解，但仍
有口干舌燥，想喝水的念头，这些症状
又在吃早饭后逐渐消失。这就有可能
是糖尿病的表现。如果已经知道自己
是糖尿病患者，凌晨出现上述症状，说
明服药方法和用药剂量不当，应及时
调整。 （州疾控中心 供稿）

早上起床的症状易暴露哪些疾病

我们知道，人参是深受人们喜爱
的补品之一，具有很好的保健养生功
效，人参价值贵，使人望而却步。然
而你知道吗?其实生活中有很多食物
功效可与“人参”相媲美，如水中人参
泥鳅、果蔬人参胡萝卜等。下面我们
一起来看看哪些养生食物堪比人参。

果蔬人参——胡萝卜 它富含
维生素 A，具有突出的防癌、抗癌作
用。常食胡萝卜可大大降低肺癌发病
率。胡萝卜中还含有槲皮素、山奈酚、
琥珀酸钾等，能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降
低血脂，促进肾上腺素合成，因而对治
疗高血压、心脏病和胃病均有一定疗
效，同时胡萝卜还有养肝明目、补气健
胃、养肾健脾以及解毒、降血糖等作用。

水中人参——泥鳅 它肉质细
嫩，味道鲜美，所含营养成分比鲤鱼、
带鱼、龙虾以及对虾等都要高得多。
中医认为，泥鳅具有补中气、祛湿邪
之功用，可作为治消渴、阳痿、时疫发
黄、小儿盗汗、痔疾、疥癣等症的辅助
品，因此被称为“水中人参”。

海中人参——海参 它除了含
蛋白质、脂肪、糖、无机盐及各种维生
素外，还含有碘质、胶原纤维、多糖体
和硫酸软骨素，具有补肾、润燥、养血
及补胃等功效。常食用还有滋阴降
火、补肾健阳、益智补钙等作用。

鱼类人参——银鱼 它的可食
率达 100%，被誉为“鱼参”。经干制
后的银鱼营养价值更高，其中以钙含
量为最高，居群鱼之冠。据美国科学
家研究显示，食用高钙食品，能有效
地预防大肠癌的发生，所以，银鱼是
不可多得的抗衰老、防癌美食。

茶中人参——绞股蓝 它又名

五叶参，在我国有“南方人参”之美誉。
绞股蓝对人体有滋补、镇静、催眠、降血
脂、降胆固醇、降转氨酶、延长细胞寿
命、抗疲劳、抗衰老等作用，对肝癌、肺
癌、子宫癌的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一般人饮用绞股蓝茶可助消化，促食欲;
中老年人饮用后可安神入睡;慢性气管
炎、长期失眠患者服用疗效也极佳。

动物人参——鹌鹑 它肉鲜味
美，营养丰富，除高蛋白外，还含有多种
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卵磷脂及多种人
体必需的氨基酸。鹌鹑肉是典型的高
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特别适合
中老年人以及高血压和肥胖者食用。
鹌鹑肉和蛋是营养滋补佳品，也是治疗
多种疾病的良药。鹌鹑肉可补益五脏，
强筋壮骨，止泻痢，消疳积，养肝清肺。

沙漠人参——肉苁蓉 它主要
生长在内蒙古，寄生在沙漠植物梭梭
树的根部。因具有“滋肾壮阳、补益
精血”之功能而被誉为“沙漠人参”。

肉苁蓉具有补肾壮阳、润肠通便之功
效，常用于腰膝酸软、阳痿早泄、宫寒
不孕、肠燥、血枯、便秘等症。现代研
究表明，肉苁蓉具有明显的提高性功
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抗衰老、通便等
作用。肉苁蓉食用方法很多，可以炖
肉、煲汤、熬粥、泡酒、泡茶、入药等。

高原人参——红景天 它作为
高原旅游者的良药，能快速纠正因缺
氧导致的机体各器官功能紊乱，明显
提高机体的耐缺氧能力，缓解疲劳，减
轻头痛、心悸、恶心等高原反应症状。
其性偏寒，又能清肺热，适用于肺阴不
足咳嗽痰黏，或伴咯血者。此外，红景
天还兼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可用于跌
打损伤等瘀血症。 （据新华社）

8种隐藏在食物中的“人参”

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
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
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

二、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
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
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三、不埋压、圈占、损坏、
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
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五、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
动用明火和吸烟。

六、购买合格的烟花爆
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
定，注意消防安全。

七、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
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
用方法。

八、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

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
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九、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
用易燃材料。

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
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
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
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十一、正确使用、经常检
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
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
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十二、教育儿童不玩火，
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
不到的地方。

十三、不占用、堵塞或封

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
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
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
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十五、学校和单位定期组
织逃生疏散演练。

十六、进入公共场所注意
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记
住疏散方向。

十七、遇到火灾时沉着、冷
静，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
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

十八、必须穿过浓烟逃生
时，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
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低

姿前行。
十九、身上着火，可就地打

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
二十、大火封门无法逃生

时，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等堵
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
援。（州公安消防支队 供稿）

消防安全常识二十条

喜迎党的十八大
创消防安全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
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指出，油脂的主要
差别，除了风味之外，主要是脂肪酸种类
和比例之间的差异，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
高，亚油酸特别丰富，难以凝固，耐
热性较差，主要有大豆油、玉米油、
葵花籽油、小麦胚芽油等。这类油适
合做炖、煮菜，用来炒菜的话尽量别

把油烧到冒烟才下菜。
第二类是各类脂肪酸比较平衡，其

中油酸最丰富，低温下会浑浊，耐热性
较好，有花生油、米糠油、芝麻油等。这
类油脂适合用来炒菜，但不适合用于爆
炒或油炸。

第三类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多，
油酸特别丰富，放冰箱里不凝固，耐热
性较好，主要有橄榄油和茶籽油。

第四类是饱和脂肪酸相当多，稍凉
一点就会凝固，耐热性最好，主要有棕榈
油、猪油、牛油、黄油等。食用这类油要
注意，最好是选冷榨法的产品，食用时不
要高温加热，可以用来凉拌或涂面包片
等，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健康作用。

范志红提醒，各种油最好换着吃，
而且最好是在一、二、三类的不同类别
中替换，否则所得到的脂肪酸基本一
样，起不到替换的健康作用。对于饱和
脂肪酸太高的第四类油脂，除了运动量
很大的人之外，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
用。 （据新华社）

三类食用油换着吃最好

1.海鲜煮不熟含有细菌
海鲜中的病菌主要是副溶血性弧

菌等，耐热性比较强，80℃以上才能杀
灭。除了水中带来的细菌之外，海鲜中
还可能存在寄生虫卵以及加工带来的
病3.海鲜啤酒同吃惹痛风

在吃海鲜时最好别饮用啤酒。虾、
蟹等海产品在人体代谢后会形成尿酸，
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肾结石等病
症。如果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饮用
啤酒，就会加速体内尿酸的形成。所
以，在大量食用海鲜的时候，千万别喝
啤酒，否则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菌
和病毒污染。一般来说，在沸水中煮
4-5分钟才算彻底杀菌。因此，在吃“醉
蟹”、“生海胆”、“酱油腌海鲜”之类不加
热烹调的海鲜一定要慎重，吃生鱼片的
时候也要保证鱼的新鲜和卫生。

2.死贝类病菌毒素多多
贝类本身带菌量比较高，蛋白质分

解又很快，一旦死去便大量繁殖病菌、
产生毒素，同时其中所含的不饱和脂肪
酸也容易氧化酸败。不新鲜的贝类还
会产 生较多的胺类和自由基，对人体健
康造成威胁。选购活贝之后也不能在
家存放太久，要尽快烹调。过敏体质的
人尤其应当注意，因为有时候过敏反应
不是因为海鲜本 身，而是在海鲜蛋白质
分解过程中的物质导致的。

3.海鲜啤酒同吃惹痛风
在吃海鲜时最好别饮用啤酒。虾、

蟹等海产品在人体代谢后会形成尿酸，
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肾结石等病

症。如果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饮用
啤酒，就会加速体内尿酸的形成。所
以，在大量食用海鲜的时候，千万别喝
啤酒，否则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

4.海鲜水果同吃会腹痛
鱼、虾、蟹等海产品含有丰富的蛋

白质和钙等营养素。而水果中含有较
多的鞣酸，如果吃完海产品后，马上吃
水果，不但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
海鲜 中的钙还会与水果中的鞣酸相结
合，形成难溶的钙，会对胃肠道产生刺
激，甚至引起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
最好间隔2小时以上再吃。

5.吃海鲜后喝茶长结石
吃完海鲜不宜喝茶的道理与不宜

吃水果的原因类似。因为茶叶中也含
有鞣酸，同样能与海鲜中的钙形成难溶
的钙。在食用海鲜前或后吃海鲜，都会
增加钙与鞣酸相结合的机会。因此，在
吃海鲜时最好别喝茶。同理，也是最好
间隔2小时以上。

6.冰鲜虾不可白灼着吃
任何海鲜都只有在高度新鲜的状

态下才能做成清蒸、白灼之类的菜
肴。水产海鲜与肉类不同，它们体内
带有很多耐低温的细菌，而且蛋白质
分解特别快。 如果放在冰箱里多时，
虾体的含菌量增大，蛋白质也已经部
分变性，产生了胺类物质，无论怎么
样都达不到活虾的口感、风味和安全
性，当然也就不适合白灼的吃法 了。
不过，冰鲜的虾可以高温烹炒或煎
炸，同时也能呈现出美味噢。

7.海鲜维C同食会中毒

多种海产品，如虾、蟹、蛤、牡
蛎等，体内均含有化学元素砷。一般
情况下含量很小，但日益严重的环境
污染可能使这些动物体内砷的含量达
到较高水 平。虾体内所含砷的化合价
是五价，一般情况下，五价砷对人体
是没有害处的。理论上讲，高剂量的
维生素C(一次性摄入维生素C超过500
毫克)和五价砷经过 复杂的化学反应，
会转变为有毒的三价砷(即我们常说的

“砒霜”)，当三价砷达到一定剂量时可
导致人体中毒。

据专业人士解释，一次性摄入50个
中等大小的苹果或30个梨或10个橙子
或生吃3斤以上的绿叶蔬菜，才会大剂
量地摄入维生素 C。如果经过加热烹
调过程，食物中的维生素C还会大打折
扣。因此，在吃海产品的同时食用水果
或青菜，只要不超过上述的量是没有危
险的。金属类元素容易沉积在海鲜的
头部，所以 尽量不要吃虾头、鱼头

8.打包来的海鲜要冷藏

如果海鲜已经高温彻底烹熟，那么
只需马上放入冷藏室，下餐加热后即可
食用。如果海鲜并未经过充分加热，但
已经死去，那么应当放进冷藏室，下一
餐 之前化冻，然后彻底加热烹熟，不要
再贪恋生鲜口感。由于海鲜类食品的
蛋白质质地细腻，分解很快，拿回家之
后应当在一天之内食完，不要长时间存
放。 （据新华社）

吃海鲜的8个必须知道的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