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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区充分依托宣传阵地
有效推进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落实

    炎热的夏天就要到来，人们不仅会造
受高温燥热的煎熬，还容易受到疾病威胁，
那你知道夏季最怕什么危害吗？以下 6 大
危害要极其小心！
    一、颈椎最怕吹
    建议室内空调温度不低于 25 摄氏度，
肩背部不要直对着空调，如果温度不能自
行调节，可以再肩上搭一个披肩，晚上洗
一个热水澡。
    有些人喜欢在空调房间或吹电风扇工
作或休息，低温环境下血液循环会自然减
慢，致颈部的肌肉、神经、脊髓受累，造
成颈部椎间盘组织动力平衡失调，从而使
颈椎病的症状加重。一旦出现脖子发僵、
发硬、酸痛、一侧肩背部发沉、上肢无力
或出现不固定的酸、麻、胀感；出现头痛、
头晕、视力减退等不适的症状，应及时到
正规医院进行颈部 X 线检查，排除内外科

其他疾病后再行颈椎病的针对性治疗。
    二、喝水最怕快
    夏天喝水不能喝太快，要少量多次。
每次只喝 100-150 毫升，身体吸收得更好，
也不能贪凉，10度以上的温水对身体最好。
由于气温高，身体缺水速度也会加快，很
多人习惯打口大口地喝水。如果喝水太快，
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场内被吸收，使
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心脏不好，尤其是
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
状，严重的可能导致心肌梗死。
    三、眼睛最怕晒
    在烈日下，眼睛是最脆弱的器官。如
果要在上午 10 点到下午 4 点外出，最好带
上太阳镜、帽子或打遮阳伞，太阳镜颜色
以茶色、淡绿色防紫外线效果更佳；可以
多吃点养眼的食物，比如桂圆、山药、胡
萝卜、红枣等；夏天细菌繁殖快，尽量少

用手揉眼睛；流水洗脸，可减少眼睛疾病。
眼睛喜凉怕热，不注意防晒，很容易提前
老化，并引发各类疾病。
    四、晨练最怕早
    夏季晨练时间不宜早于 6 点。
    夏天天亮得早，不少人早早到公园去
晨练。但夏季空气污染物最多，一般早晨
6 点钱还未完全扩散。另外，如初之前，
因为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附近非但没
有过多新鲜氧气，相反积存了大量的二氧
化碳，对健康不利。
    五、家里最怕灰
    建议夏天应增加清洁的次数，两三天
打扫一次。
    夏天闷热、湿度大，使得灰尘更容易
附着在空气里，进入人的皮肤和体内。由
于肉眼很难发现，人们常常疏于清理，它
们长期漂浮在空气里，并大量附在物品表

面，成为空气中尘螨及霉菌孢子的晒身地。
这些脏东西会趁机进入呼吸系统，进而引
发哮喘、鼻炎等多种疾病。
    六、肠胃最怕凉
    这个季节少吃太凉的东西，尤其早晨
起床时和晚上睡觉前。
    夏天时肠道疾病的高发期，在夏天，
细菌、病毒、不洁食物等都是引发胃肠疾
病的原因。例如人们喜欢吃的凉菜、水果
如果没洗干净也会引起急性肠胃炎，再加
上高温环境下，食物储存不当会迅速变质，
如不慎食用，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等症状。夏季的冰镇饮料也是伤胃的
元凶。大量饮用冰镇饮料，骤然的冷刺激
会让胃黏膜血管猛地收缩，引起胃肠道痉
挛。血管收缩所导致的血流量减少，也会
影响肠胃的正常蠕动及胃液分泌，导致消
化功能失调。

夏天来了，身体最怕这六件事，你知道吗？

          2016 年 5 月 13 日上午，青岛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第 6 批部分
区市党员干部到市南区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截止到日前，市南区已经组织接待干
部群众近 2200 余人次到基地接受反邪教警示教育，现场通过网络做出反邪教承诺的志愿者人
数达到 3150 人。
         该基地是市南区主动适应反邪教宣传新形势和顺应“互联网 +”大势所趋，认真落实省、
市有关部门的工作精神，依托珠海路街道办事处海口路社区，积极推进以科技为支撑的警示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成果，具有系统教育、互动教育、警示教育、心理咨询、健康指导服
务功能。警示教育借助文字、图片、视频、动漫、实物，重点介绍该区现实危害最大和潜在
威胁最大的“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注重用透视的手法、从专业的角度、以人文的情怀，
揭露邪教的常见违法犯罪手段，披露全国及市、区的典型案例，宣传党和政府处理邪教的政
策和法律法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群众如何识别邪教和防范邪教、远离邪教。
          参观的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形式多样、先进高科技的宣传手段，引人入胜，大大增强了
学习的效果；“互联网 +”教育模式让人眼前一亮，精心设计的多媒体警示教育系统“反邪教
志愿承诺”功能，参观人员只需利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与触摸屏电脑互动，做出反邪教
志愿承诺，并在朋友圈分享传播抵御邪教、文明生活的理念。下一步，市南区在立足继续做
好迎接党员干部现场参观学习之外，按照“互联网 + 反邪教”模式，将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
上线青岛新闻网“凯风青岛 和美人生”频道，进一步拓展宣传领域，使反邪教警示教育进入
千家万户。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市南区将一如
既往地以此为主题，立足于警示教育，深入扎实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宣传活动，面向
社会提供反邪教信息服务，构建大众反邪、万众拒邪的良好氛围，持续促进辖区政治经济社
会环境稳定，守护好大家的精神家园。市南

　　一到夏天，很多人都会觉得身体乏力，没有
精神。其实，这是体内湿气太重在作祟，这就需
要在生活中用合理的方式进行排毒祛湿。   
　　祛湿方法一：少盐，帮助肾排水   
　　如果不是出汗太多，夏季仍然要坚持低盐饮
食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
应超过 5克 )，特别是对于肾脏有疾患的人来说
尤其如此。  
　　祛湿方法二：洗温水澡，比桑拿更健康  
　　说起排水，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懒人招数就
是洗桑拿。但这种被动的出汗方式并不适合炎热
的夏季，尤其不适合频繁采用。因为蒸桑拿虽可
以加快血液循环，排除体内的湿邪，但因在洗桑
拿的过程中，出汗过多，不利于心脏健康。其实
相对于桑拿，洗个温水澡并稍加按摩是更健康的
排水方式。
　　洗温水澡能让身体微微出汗，配合简单的按
摩手法，不仅可以起到排出体内湿邪的作用，也
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夏季运动后，等汗干了再用与体温相近的温
水洗澡，有助于更快缓解疲劳，放松身心。
　　祛湿方法三：适当午睡，身体更轻盈   
　　专家认为，睡好觉能让我们的身体更轻盈。
因为过度劳累容易耗伤气血，气血不足会进一步
加重水湿内停。而夏季昼长夜短，夜间睡眠时间
往往不足，应特别注意劳逸结合。 
　　对于白领们来说，适当午睡可以补充晚间睡
眠的不足，让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与
休息，下午的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莱西

夏季养生祛湿最重要

   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在现
实生活中，这句话也成为了不少人健身的金科玉
律。其实，饭后百步走，怎么个走法，这是有讲
究的。
    从消化生理功能来说，刚吃完饭后，胃部正
处于充盈状态，这时必须保证胃肠道有充足的血
液供应，以进行初步消化。人吃饭后，血液会大
量流向胃肠帮助消化，如果饭后马上散步，血液
就会转而流向双腿“供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
影响并不大，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就会产生一定
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供血器官心脏和血管都会发生退行性改变，造成
供血功能降低。当胃肠及下肢都需要大量的血液
供应时，势必加重心脏负担，给健康带来不利影
响。
    同时，人胃中的消化液是由吃进食物的条件
反射而产生的，胃部饱满，胃液才能分泌旺盛。
如果刚进完餐就散步，胃部在活动之中必然快速
蠕动，这样会将没有经过充分消化的食物过早地
推入小肠，使食物的营养未能得到充分吸收利用
。此外，匆忙起身散步，会造成一部分血液集中
到运动系统中去，这延缓了消化液的分泌，破坏
了胃的正常消化，容易诱发消化不良。因此，饭
后最好休息片刻，可以保证人的肠胃道得到更多
的血液供应量。
    此外，一些患有慢性胃病，如慢性胃炎、消
化性溃疡、胃下垂病人，如果饭后散步，会增加
胃肠的震动，吃进去的食物对胃壁产生刺激，加
重胃黏膜病变，造成溃疡面难以愈合。行走时，
由于重力的作用，还可使病人胃下垂加重。因此
，患有胃病的病人，非但饭后不宜散步，就连一
般的走动也要减少，饭后应稍坐或躺一会儿再活
动。                            市南

老人与“百步走”

    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都有一个共
同的本能——离苦得乐，都希望远离痛苦，
获得安乐。一个人内心的力量，主要从离苦
得乐的本能中生出来。你对苦的感受越深，
压力越大，危机感越强，内心就会越容易有
动力。
    古时一个人很穷苦，但也能维持，如果
有机会能够改变现状，他一定会努力。一天，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贵人告诉他，在这堵墙
的另一边有一堆金子，只要翻过这堵墙，你
的命运就改变了。他听到后非常兴奋，努力
地去翻跃那堵墙，但没有经验的他无论如何
努力都无法翻过去，每次还要吃苦头，因此，

翻墙成了一件非常苦恼的事情。时间久了，
他开始讨厌翻墙，甚至对墙外的那一堆金子
的希求也越来越淡，安于现状，还开始抱怨
老天不公平，为什么自己这么苦，做什么事
都有障碍，他多么希望事事顺心如意，多希
望那堵墙消失。突然有一天，有一群狼向他
围过来，他无路可逃，唯一的逃生之路就是
这堵墙，情急之中，他使尽全身力量，一下
子翻了过去。于是，他得到了那一堆金子。
    每个人都有很多美好的愿望，就像墙那
边的一堆金子。但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你
的愿望越大，你的阻力就越大，关键你是知
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你能否超越你眼前这

堵“墙”——你自己。不能突破自己，你永
远会感觉处处坎坷、困难重重；能够超越自
己，外在的困难就会变成历练、成长的助缘。
    逆境可以历练人的意志，也可以消减人
的意志。你若接受它，试着去改变它，它会
历练你；你若逃避它、抱怨它，它会消耗你。
    经常想“我做得还不够，我可以做得再
好一点”，内心就会越来越有动力；千万不
要认为“我已经够努力了，我吃了很多苦
……”，这些想法只会让你更加苦恼，解决
不了任何问题。心想事成，一个行为、一个
想法，如果你每天串习它，天长日久，它就
会成为你的习惯、变成你内心的力量。

历事练心

    如果手背上有白色丘疹，可能是
胆固醇过高。出现红线，可能是患有
高血压、风湿病等。对于血脂高的人，
可以自己作初步的判断。
    看手掌便知高血压？如何调理防
治高血压高血脂是“三高”中的一种，
也是老年人的常见病。该如何预防高
血脂，在夏季里如何调理呢？一起来
看看吧。

中医通过手掌看高血脂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其中望诊便
是通过观察身体外在表现，如面相、
手部等，可初步判断身体健康状况。
比如，观察手部的指甲便知肝脏是否
有隐疾。另外，看手掌颜色也能判断
你的血脂是否高了。
    高血脂是一个潜伏“杀手”，它可
引起全身血管病变，也是高血压症的
根本原因。当脑部血管先出现症状时，
就会导致中风。那怎样早期发现此病
呢？由于高血脂早中期没有明显症状，
因此高血脂患者往往掉以轻心。其实，
虽然高血脂早期症状不明显，但也并
非无踪可寻。通过观察手部，便可初
步判断血脂是否高了。
    手部能预报健康和疾病，如果手
掌发热出汗，可能为甲状腺机能亢进。
如果手掌出现红斑点，可能患有肝炎
或糖尿病。如果指尖苍白，可能为血
流障碍。如果指关节肿胀，可能为高
尿酸、痛风。如果手背上有白色丘疹，
可能是胆固醇过高。如果手上出现红
线，可能是患有高血压、风湿病或心
脏病等等。
    手指与手掌颜色对比，前者比后
者颜色浅，表示血液循环不顺畅。对
于血脂、血粘高的人，同样可以自己
观察手掌情况作初步的判断，以便早
期预防。

日常出现这些情况警惕高血脂

    一、腿肚经常抽筋
    腿肚经常抽筋，并常感到刺痛，
这是胆固醇积聚在腿部肌肉中的表现。
    二、常出现头昏脑胀
    常出现头昏脑胀或与人讲话间隙
容易睡着。早晨起床后感觉头脑不清
醒，早餐后可改善，午后极易犯困，
但夜晚很清醒。
    三、看东西一阵阵模糊

    这是血液变粘稠，流速减慢，使
视神经或视网膜暂时性缺血缺氧所致。
四、面部出现黑斑短时间内在面部、
手部出现较多黑斑（斑块较老年斑略
大，颜色较深）。记忆力及反应力明显
减退。
    五、眼睑黄疣
    眼睑黄疣是中老年妇女血脂增高
的信号，主要表现在眼睑上出现淡黄
色的小皮疹，刚开始时为米粒大小，
略高出皮肤，严重时布满整个眼睑。

降血脂三款食疗方

    一、番茄菠菜黄芪汤
    食材：番茄 200 克，菠菜 200 克，
黄芪 50 克
    调味料：盐
    做法：
    1、番茄洗净，沸水汆烫去皮，切瓣，
菠菜洗净沸水汆烫，切段备用；
    2、锅加水，放黄芪，煮沸，放番茄，
再次煮沸，放菠菜，煮开后加盐调味
即可。
    食疗功效：本汤中有丰富的类胡
萝卜素，具有降低血脂的功效。
    二、黄豆木瓜汤
    食材：木瓜半个，泡发黄豆 30 克，
草菇 4朵，生姜 1块，小油菜一些
    调味料：盐、白糖
    做法：
    1、鲜木瓜去皮、去籽，洗净切块，
油菜、草菇、姜去皮洗净，草菇、姜
切片备用；
    2、油锅炒姜片，闻到香味倒入清
水，倒入黄豆、草菇，中火烧沸；
    3、放木瓜、小油菜，加盐、白糖，
大火煮滚，熟透后即可食用。
    食疗功效：黄豆含有不饱和脂肪
酸等成分，可促进血液中的废物及支
付快速排出，强化心脏功能，适当地
摄取有助于甲亢，与木瓜搭配，不当
味道鲜美，其营养价值也有所提升。
    三、芹菜鸡蛋汤
    食材：芹菜、绿豆各 60 克，鸡蛋
1个
    调味料：盐
    做法：
    1、绿豆清水浸 2小时，洗净备用，
芹菜择叶洗净却段，鸡蛋取蛋清备用；
    2、芹菜、绿豆加适量清水放搅拌
机搅拌成泥；
    3、锅倒入 2 碗清水，煮滚后倒入

芹菜绿豆泥，再倒入鸡蛋清，推匀，
加盐调味即可。
   食疗功效：芹菜是治疗高血压、血
管硬化的最佳食材，它能促进血液循
环，利大小便，降血压，降血脂，增
进食欲。

偏方调理治疗高血脂

    苍术积壳治高脂血症
    功能主治：行气活血，化湿消痰。
主治高脂血症。
    处方组成：炒苍术 60 克，炒积壳
60 克，何首乌 60 克，决明子 180 克，
炒山楂180克，泽泻120克，红花60克，
丹参60克，车前子60克，肉苁蓉60克，
刺蒺黎（这个字应为草字头加个黎，
在输入法中没有找到）60 克，杭菊花
60 克，茺蔚子 60 克，白茯苓 90 克，
陈皮 40克，石菖蒲40克，制胆星40克，
川郁金 60 克，远志 60 克。
    用法用量：诸药粉碎为细末，过筛，
水泛为丸如小绿豆大，每次服 5 克，1
日 3 次，3 个月为 1 个疗程，复查。
可连服 2～ 3个疗程。

    金樱子决明子治高脂血症
    功能主治：滋阴降火，行滞通脉。
主治高脂血症。
    处方组成：金樱子、决明子、制
首乌、生薏仁各 30 克，茵陈、泽泻各
24克，生山楂18克，柴胡、郁金各12克，
酒大黄 6克。
    用法用量：每日 1 剂，加水 500
毫升，用文火煎至250毫升，分2次服。
每 2周为 1疗程。

    丹参山楂治高脂血症
    功能主治：行气化痰，化瘀消脂。
主治高脂血症。
    处方组成：制首乌 15 克，丹参
15 克，山植 15 克，黄芪 12 克，地龙
12克，陈皮6克，苍术6克，赤芍10克。
    用法用量：每日 1 剂，水煎服。3
个月 1疗程。
    加减：如痰郁中焦、腰膝酸弱者，
加杞菊地黄汤；胸闷肢麻者，加半夏
白术天麻汤；痰郁阻络者，加陈六君
汤及僵蚕、红花等；痰郁痹胸者，加
瓜楼桂枝汤及降香、郁金；痰郁阻窍者，
加温胆汤及苴蒲、郁金、熟地等。
    预防和调理高血脂有很多，日常
生活多收集，加以合理选择。

看手掌便知高血压？如何调理防治高血压

       2016年6月24日，青岛市反邪教警示教育现场观摩会暨莱西市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揭牌启
动仪式在莱西市举行，由青岛市委防范办刘祝三主任、省委防范办刘树元处长、莱西市委常
委、政法委王福考书记共同为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揭牌。
       该基地由莱西市委政法委、莱西市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莱西市依法治市工
作领导小组共建而成。基地占地约8亩，房间27间，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投资80余万元对
基地外观、教育走廊、教育展厅进行了统一设计和布置，并对基地进行了绿化、亮化和卫生
等配套建设。
       该基地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适应反邪教斗争新常态的形势下，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根据中央、省和青岛市委防范办要求建设的，分反邪教警示教育展厅、法制教育长廊
、心理辅导中心、综合功能区四部分，具有警示教育、干部培训、心理辅导、青少年社会实
践等一系列综合功能。
        揭牌仪式后，200多名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参观了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并共同在“防
邪拒邪，人人有责”横幅上签名。莱西

莱西市反邪教
警示教育基地揭牌启动

我市新建两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