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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当日最高

气温≥35℃ ，
相 对 湿 度 在

60%以下称为
高 温 炎 热 天

气； 当日最高
气温≥32℃达
不到 35℃ ，相
对湿度在60%
以上时称为高

温闷热天气。
在这两种

高温天气下 ，
人体的汗水来

不及从皮肤中

排泄出去 ，热
量难以发散 ，
感 觉 非 常 难

受， 威胁人体
的健康。 因为
人体的散热 ，
除 了 通 过 呼

吸、大小便外，
主要通过皮肤

层散发热量 。
由于高温天气

的出现， 导致
人体的热平衡

被破坏而产生

中暑和其他疾

病。

配制酱油食醋改称
“复合调味料”
市民可以通过包装上标签来分辨

本报讯 （记者 丁云）日
前，国家卫健委发布酱油和食
醋新国标， 从明年12月21日
起， 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将
不能再叫酱油或食醋。 昨天，
记者通过走访市场发现，配制
酱油难见踪影，而配制白醋仍
较为常见。专家提醒，市民可
以通过包装上标签来分辨。

据邗江区市场监管局有
关人员介绍，国家卫健委发布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
（GB 2717-2018）和 《食品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食 醋 》 （GB
2719-2018），与原标准相比 ，
仅适用于传统酿造工艺生产
的酱油和食醋，不再适用于采
用配制工艺生产的酱油和食
醋。对采用配制工艺生产的酱
油、 食醋将按复合调味料管
理。

据介绍，也就是说，这两
个新标准明年12月21日实施
后，只有采用发酵工艺的才能
冠名“酱油”或“食醋”，配制出
来的不能叫“酱油”或“食醋”，
可改名“复合调味料”。

市场监管部门有关人员
提醒，酱油和食醋生产企业要

认真研究这两个国标，否则正
式实施后易出现违法生产行
为。经营单位应做好产品标签
审核， 使用配制酱油和食醋
的，应做好标签变更，控制好
库存。

目前，市场上有无此类配
制酱油和食醋？昨天，记者走
访了市区几家超市，有的超市
正在搞全场打折促销，货架上
酱油和醋已被抢购一半。货架
上全部为酿造酱油和食醋，没
有找到配制酱油和食醋。有的
超市售卖各种品牌的酱油，都
在醒目处标注 “酿造酱油”或
“纯天然酿造”，未看到配制酱
油的踪影。不过，在食醋专柜
前，有三款配制食醋，但均为
白醋， 标签上都清晰标示了。
其他大部分标明为 “酿造食
醋”。总体来说，酿造食醋要比
配制食醋价格贵一些。

如何分辨酱油和食醋是
“酿造”还是“配制”？市场监管
人员提醒， 按国家标准规定，
所有酱油和食醋，都会在包装
上注明是酿造酱油还是配制
酱油。市民可以通过包装上标
签来分辨。

今天，我市正式出梅将迎来高温天

出梅后
请当心这些“高温病”

凉席使用前暴晒一下

无论是旧凉席，还是新买的凉席，仅冲
洗可能不会杀灭凉席里的螨虫。 使用前，市
民最好把凉席浸在开水里烫10分钟左右，或
暴晒后再使用；睡凉席后出现丘疹、瘙痒，最
好不要随意搔抓，及时到医院就诊。

要学会微微出汗

湿邪是夏天的一大“邪”气，夏季炎热，
入夏后人体胃口变差，加之很多人贪凉饮冷
等等，容易出现腹泻、舌苔白腻等症状，这些
都是湿邪困脾的表现。 夏至饮食应常服健脾
除湿之物，要清淡，容易消化。适当的运动，适
当出汗有利于内湿排出，像健走、慢跑、瑜伽、
打太极拳等运动都能让人微微出汗， 又不至
于大汗淋漓，是人体“除湿”的好方法。

10时至16时出行避烈日

烈日炎炎， 出门时最好要备好防晒用
具 ，10时至16时之间最好不要在烈日下行
走。这个时段内阳光照射比较强烈，发生中
暑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专家提醒，如果
此时间段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如打遮
阳伞、戴遮阳帽和太阳镜，最好涂抹防晒霜。

夏季注意“晚睡早起”

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
旺盛，消耗也大,容易感到疲劳。充足的睡眠
可使大脑和身体各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
于工作和学习，也是预防中暑的措施。专家
认为， 夏季最佳就寝时间是22时至23时，最
佳起床时间是5时30分至6时30分。

苏萱 上斌 丁云

病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天热贪凉
吹空调、吹电风扇后抵抗力下降 ,而出现病
毒性面瘫、神经炎的。有患者把空调温度开
得过低,且风口正对着脸部,第二天一早就发
现自己的嘴合不拢。

专家提醒，切不可过度贪凉,空调、风扇
都应该避免直吹面部,在治疗期间一定要避
免再受风寒,包括长时间吹风扇和在过冷的
空调屋内滞留。 颜面局部可以做热敷,多饮
水,饮食清淡,不食或少食辛辣食物。

昨天下午，市气
象台召开发布会，宣
布我市今日出梅。出
梅后，我市将迎来
“烧烤模式”，每年这
一时段都是“高温
病”频发阶段。昨天，
本报记者特请苏北
医院、扬大附院、市
中医院的相关专家
为大家送上高温病
防护手册，让大家轻
松走过这段“火热时
光”。

﹃
高
温
病
﹄
什
么
情
况
下
发
生？

“高温病”具体指哪些疾病？

扬大附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陶玉坚说，根
据往年接诊的情况， 随着高温日的增多 ，
“空调病”患者将会大量增加。

提醒大家 ， 空调温度不要调得过低 ，
26℃左右为宜 ，内外温差不超过7℃。要尽
可能减少空调使用时间 ，老人和幼儿多到

户外活动。开空调1至3小时后关
机， 打开窗户将室内空气排出，
使室外新鲜气体进入 。办公桌最好不要安
排在冷风直吹处， 若长时间坐在办公室 ，
请适当增添衣服，比如披件长袖外套或披
肩。

空调病 空调温度最好不低于26℃

每年这个时段日光性皮炎就诊者都会
增加。 苏北医院皮肤科专家朱晓芳指出，长
期日光照射，极可能引发日光性皮炎等皮肤
疾病，严重的甚至可能激发皮肤癌前期病变
及诱发皮肤癌。

她提醒，患上日光性皮炎，要尽量减少
日光照射，穿透气性强的衣物，注意饮食营
养均衡，少吃油腻及刺激性食物，多吃维生
素丰富的食物。出现不适症状时，请及时到
医院就诊，不要滥用药物，导致炎症加重。

日光性皮炎 减少日光照射不要滥用药物

中暑 一旦中暑先离开高温环境

当气温达到37℃-38℃时，中暑指数就会
提高。专家提醒，一旦发现自己和其他人出
现口干、 头晕等中暑先兆和轻症中暑症状
时， 首先要迅速离开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
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多饮用一些含盐
分的清凉饮料；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等或

涂抹清凉油、风油精等。如果出现晕倒等重
症中暑症状，要迅速送至医院救治。尤其高
温下作业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及时补充盐
分，工作场所要加强通风降温，调整作息时
间等。“在户外进行体力活动时, 应避免喝大
量含咖啡因饮品 (如咖啡及浓茶) 及酒类饮
品, 这些饮品会加速身体水分透过泌尿系统
流失，反而更容易导致中暑。”

烧伤 老幼尽可能远离热源

夏季是烧伤事件高发期，尽量不要让老
人、小孩单独接触明火或开水等热源。

苏北医院烧伤整形科专家提醒，一旦出
现被火烧伤或烫伤， 要学会简单的紧急处
理。首先，迅速摆脱火种，如果遇到火焰波及

衣服时，迅速把衣服脱去，或就地卧倒打滚，
或用各种灭火工具灭火。 如果有大量的烟
尘，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烟尘
造成呼吸道损伤。其次，如果已被烧伤或烫
伤，请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以降温。对于衣
物千万不能强行剥脱， 也不宜自行用药，请
及时送医院治疗。

食物中毒 不吃不洁变质食品

食物中毒有突然发生、 集体性发病、潜
伏期短等特点。 主要表现为恶心、 呕吐、腹
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还可表现为神经系
统、造血系统等出现症状，严重者可危及生
命。

集体单位食堂以及餐饮业应加强食品
卫生管理，注意食品操作卫生，防止生熟不
分，交叉污染食品；市民应注意饮食卫生，做
到不吃不洁、 腐败变质食品和生食水产品；
食品要烧熟煮透， 隔夜餐食用前回锅加热；
尽量不在家庭自办酒席。此外还要特别注意
吃完饭不要马上吃冰冷食物。

面瘫 睡觉时别正对空调口

特别提醒

夏天出汗多, 最好不要等到口干时才喝
水。专家表示，一旦人感觉口渴了，表示身体
已经缺水了。最理想的是根据气温的高低，每
天喝1.5至2升水。 出汗较多时可适当补充一
些盐水，弥补人体因出汗而失去的盐分。

每天宜喝1.5至2升水

想孩子长得更高？这些错误别犯！
身高，一直都是每个人关注的点。有句话说：“一高遮百丑，一矮毁所有”，也不无道理。大家都想要一双大长腿
但无奈长大成人后，身高已不能改变，于是，心思就花在了下一辈的身上。如何做才能让孩子长得更高呢？

想
要
孩
子
长
个，

这
些
错
误
别
犯

错误一

觉得孩子的身高可以慢慢来

很多父母认为：青春期才是孩子
长个的关键时期，甚至觉得二十岁还
能蹿一蹿。然而孩子的身高发展是有
阶段性的， 从孩子出生至1周龄身高
增长最快，约长23-25cm；从1周龄到3
周龄，每年约长10cm；从3周龄到青春
期发育前（即第二性征出现前），每年
约长5-8cm；而青春期期间，此时身高
再次出现高峰， 每年约长15-18cm不
等 ；当青春期发育 ，第二性征出现后
身高增长速度减缓，直至终止。

错误二

孩子营养好就能长高

很多老人总觉得， 孩子只
要吃得好，营养跟得上，就可以
长高， 对于各种营养补品也毫
不吝啬。然而，孩子所需要的各
类营养素完全可以通过日常生
活中的食物来获取， 只要营养
均衡， 都能满足孩子生长的需
求。 盲目的补充各类营养素只
会造成孩子营养过剩， 导致肥
胖；还可能导致骨骺提前闭合，
得不偿失。

错误三

补钙就能长高

众所周知，骨骼的健
康成长离不开钙，所以很
多人想要通过补钙来长
高。然而孩子只要正常饮
食 ， 都能满足对钙的需
求 。如果过分补钙 ，不但
不能长高，还可能会造成
便秘，影响其他微量元素
的吸收，甚至使肾脏等器
官发生钙沉积，从而产生
结石。

错误四

使劲运动就可以长高

运 动 确 实 能 让 孩
子长得更高 ，经常锻炼
的孩子比不锻炼的孩
子平均会高出4-8cm不
等 。 然而运动也要适
当 ， 如果过分的运动 ，
只会影响孩子的生长 ，
还可能造成孩子疲劳
性骨折 、 月经失调 、疲
劳过度 、饮食功能失调
等问题。

错误五

盲目选择增高产品

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长高，
盲目的相信市面上各类增高产
品、药品等。然而市面上的各类
增高产品，对于孩子的身高并没
有多大的帮助，反而会引起反作
用。

如果孩子长不高，很可能是
因遗传、营养不良、性早熟、全身
性疾病等因素引起，需要对症用
药而非相信市面上林林种种的
增高产品。

如
何
让
孩
子
长
得
更
高？

孩子的饮食做到均衡、多样化，但不可过
量。比如：动物肝脏、肉蛋鱼类、谷类、豆类都能
很好地助生长。孩子在春季（4-5月份）生长得
最快，父母们在这段时间可以多重视孩子的饮
食，提供丰富的营养素以保证孩子的供给。

均
衡
的
营
养

睡觉，对于长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生长
激素在夜晚22点至第二天凌晨5点达到分泌的
高峰期， 此时段入眠对生长有着很重要的意
义。所以要避免孩子熬夜。很多家长是夜猫子，
顺带着孩子也变成夜猫子，这是不可取的。

充
足
的
睡
眠

适
量
的
光
照

适
量
的
运
动

适量的运动能够促进生长激素的
分泌。可选择一些不会给四肢带来巨大
压力的运动如：游泳、跑步、骑车、健美
操等；建议每日运动30-60分钟，年纪较
小的孩子可在户外适当活动。本报综合

适量的阳光照晒能够促进维生素
D合成，更好促进钙质的吸收。在清晨
可以多晒晒太阳， 每次十几分钟到半
个小时不等。但切忌长时间照晒，特别
是要避开10-16点的太阳，以免晒伤。

“调皮”胆结石跑进肠道
老人险送命

按时进餐少吃“三高”食物可预防胆结石

宝应一位78岁的老人20
多天来吃不下喝不下，也拉不
出。让她苦不堪言的竟然是一
块“调皮的石头”，因为一颗胆
结石跑进了她的肠道。经过手
术， 目前老人的病情明显好
转，近日将出院。

78岁的老郑20多天前开
始出现腹胀腹痛的情况。“还
频繁恶心，经常呕吐，也不正
常排便。”她的媳妇说，看着老
太日渐憔悴，家人将她送到苏
北医院治疗。

苏北医院胃肠外科副主
任医师石磊介绍，给郑老太检
查肿瘤指标没有异常后，首先
考虑是肠梗阻。随后发现老人
有多年胆囊结石病史，但检查
时胆囊里却没有结石，但是小
肠内却显示有异物嵌顿。上月
底，老人接受了手术，医生从
其肠管内取出一块4×3厘米
的“石头”。正是这块乒乓球大
小的石头引起老人肠梗阻。

“其实这就是从老人胆囊
里‘消失’的那块结石。”石磊
分析，老人多年胆囊结石长期
发作， 结石掉入十二指肠，随
着肠管蠕动开始滑行，划破肠
道黏膜，导致水肿，引发腹痛。
由于回盲部肠道狭窄，结石便
卡在那，导致小肠嵌顿，随之
症状进一步加重。

为何胆囊结石会掉入肠
道？医生解释，是因为胆管坏

死、化脓，导致胆囊穿孔，而胆
和十二指肠又是紧贴在一起，
继而引起肠子感染，引起“内
瘘”。结石通过这个“瘘道”掉
进肠子里，造成肠梗阻。

“胆结石多发老年人，其
中女性患者多于男性。” 石磊
分析，老人患上胆囊结石与她
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经了解，
原来老人生活中，经常食用隔
夜菜和一些腌制食品，也不爱
喝水，再加上一些不好的生活
习惯，才导致了这样的疾病。

“胆结石40岁后发病率随
年龄增长而增高。”石磊说，胆
结石大多属于胆固醇结石，与
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预防胆结
石要注意按时进餐，少吃“三
高”食物。平时要按时进餐，尤
其是要吃早餐。饮食要避免过
多的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
食物，适当吃些纤维素丰富的
饮食， 减少动物性脂肪摄入，
适量增加玉米油、 葵花子油、
花生油、豆油等植物油摄入比
例。

“体育锻炼也是很重要的
一环，车来车去、久坐不动会
导致胆固醇过多、排流不畅淤
积成疾。勤于锻炼、适当运动，
能对胆汁起到促排作用。”医
生提醒，对于家族中有胆结石
的人群， 更应该注意合理饮
食，定期检查腹部B超、血脂，
防患于未然。 苏宣 丁云

南开大学为毕业生颁发
“体质健康证书”

“毕业证”“学位证”几乎
是大学毕业生的“标配”，但南
开大学2018届本科毕业生许
婕多了一个特别的证书———
“体质健康证书”。 “它是我大
学时代坚持体育锻炼、崇尚健
康生活的见证。”许婕说。

跟许婕一样， 南开大学
2018届毕业生中有1582人获
得了学校颁发的“体质健康证
书”，其中77人获得“体魄强健
毕业生”称号。

南开大学体育部主任季
纳新说， 颁发体质健康证书，
不仅仅为了引导学生重视自
身体质状况，更体现出南开大
学的育人标准。

调查显示， 由于高考压
力，中学生大多无暇顾及体育
运动。 当他们进入大学后，突
然又过于放松，生活作息变得

不规律，缺乏体育锻炼，很容
易造成身体素质下降。

南开大学历来十分重视
学生体育工作。 早在1916年，
创始校长张伯苓就曾在南开
中学推行“强迫体育”，规定本
校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一
定标准，考试不及格者“强迫”
运动，及格者也要选择一定的
项目定时练习。

南开大学于2013年专门
召开体育工作会议，研究部署
体育改革系列工作。随后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学生体质健
康的规定 (试行 )》，其中一项
措施是，为体质检测达标者颁
发“健康证”。获颁“体质健康
证书”的条件是，在校期间参
加各学年度体质测试且毕业
学年度最好测试成绩达到及
格及以上标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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