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运动场所采取预约、限
流等方式逐渐开放，市民健身热
情高涨，部分市民甚至加大运动
量、延长运动时间，进行高强度训
练。专家提醒，高强度运动训练、
学校军训等均有可能导致横纹肌
溶解综合征，锻炼较少人群应根
据自身情况科学制定计划，不能
过度运动。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常见于剧
烈运动后，是指人体的横纹肌受到
损伤，肌细胞被破坏，导致肌细胞
内容物及毒物溶解释放进入血液
循环，而引出一系列症状。近些年
参与运动的人逐年增加，与运动相
关的横纹肌溶解症的发生率也随
之增长。”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
所运动医务监督医师朱敬先表示，

患者通常表现出严重的肌肉疼痛，
尤其是参与剧烈运动的肌肉。更
严重后果包括肾功能衰竭、弥散性
血管内凝血和酸中毒。

“临床以及文献均证实，体
操、马拉松、CrossFit等强度较大的
运动项目，更易发生运动性横纹
肌溶解症。”朱敬先表示，在大学
生军训、健身等运动过程中甚至
是一些低强度重复运动也可诱发
横纹肌溶解症。“只要是首次进行
一种不熟悉的运动或针对不常使
用的肌群进行训练且强度较大，
均可能诱发。”

如何预防发生横纹肌溶解综
合征？朱敬先表示，运动前应充
分热身，运动后及时拉伸放松，新
的运动项目需要循序渐进地进

行，最好有专业人士评估和指导。
“对于横纹肌溶解大家也不

必过度恐慌。对于初学者，一定
要先找到一个专业的场馆，最好
是在教练的评估和指导下，从最
基础的动作开始学习，掌握正确
的动作后，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
度训练。”CrossFit-MET综合体能
训练馆张滕锛教练提醒，对于有
一定训练基础甚至是中高级训练
者，在重新开始的恢复训练中要
更加注意，因为对比初学者，他们
更有能力把自己弄伤，在恢复期
切忌按以前的强度和计划直接开
始训练，应该先以低强度的核心
和有氧训练为主，适应一到两周
后再逐渐增加强度。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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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场所开放后不要过度训练
专家提醒谨防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近日，有研究显示，肥胖更易
加重新冠肺炎患者病情；而且，还
有研究显示，肥胖与脑容量有关，
肥胖且腰臀比例高的人，大脑灰
质更少。

引起免疫反应过度

“在新冠肺炎的研究中，有研
究者发现，肥胖患者转为重症的更
多。”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内
分泌代谢中心副主任马向华说。

据报道，英国爱丁堡大学、利
物浦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
牵头，对英国166家医院2月6日到
4月18日收治的近1.7万名新冠肺
炎患者进行研究发现，肥胖人士比
其他人死亡率高，因为他们肺功能
减弱，皮下和内脏器官周围的脂肪
组织可能有更多炎症，这可能导致

“细胞因子风暴”加剧。另据英国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科学家发起
的一项研究显示，几乎75%的新冠
肺炎危重症患者体重超标，肥胖使
患者致死的风险增加了近 40%。
肥胖人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免
疫反应过度，也即细胞因子风暴。
由此引发的剧烈并发症，导致其成
为致死的重要原因。

肥胖的人脑容量变小

除了对新冠肺炎“推波助澜”
外，肥胖的危害“数不胜数”。马
向华说，肥胖是很多慢性病的基
础，会诱发高尿酸、高血压、冠心
病、脑卒中、脂肪肝、肿瘤等。

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显示，相比2002年，2012年
我国成人肥胖率上升了67.6%。

肥胖引起的身体变化有时甚
至是大脑“想不到”的。英国拉夫
堡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肥胖且
腰臀比高的人，脑容量平均略低。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
析了来自英国 9600 多人的信息。
参与者测量了他们的体重指数和
腰臀比，并确定他们的脑容量。
结果发现，体重指数高，腰臀比高
的人脑容量最低。

具体而言，体重指数较高，腰
臀比较高的人，平均脑灰质体积
为 786 立方厘米；而体重指数较
高，但腰臀比不高的人则为793立
方厘米；健康体重的人，平均脑灰
质体积为798立方厘米。

“人的大脑主要由脑灰质、脑
白质和脑脊液组成。脑灰质和脑
白质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同脑区的脑灰质决定了
不同的认知功能。”南京脑科医院
脑功能研究室主任陈玖表示，脑
灰质的萎缩与一系列的疾病相
关，例如，灰质构成的海马体萎
缩，会造成记忆力下降；脑区内的
杏仁核萎缩，会导致抑郁；小脑内
的灰质降低，会造成运动功能障
碍，走路不稳。

“不过，该研究只是发现肥胖
和较低的脑容量之间存在关联，
还不能证明二者的因果关系。”陈
玖说。

肥胖与脑萎缩之间到底有何
种“恩怨”，来自荷兰莱顿大学医
学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或可揭示
其中奥秘。他们在《放射学》杂志
上刊文称，身体脂肪比越高，大脑
形态和结构的差异就越大，进而
导致大脑灰质体积越小。

（据中国新闻网）

说起骨质疏松，很多人并不
陌生，尤其是女性，因为女性骨
质疏松的发病率通常是男性的
6-10 倍左右。通常情况下，绝
经期前后的女性患病率最高。

很多人以为我们身体里的
骨量是一成不变的，但其实每个
成年人都有可能面临骨质疏
松。因为正常人的骨量在 30 岁
左右时达到人生的“高峰期”，过
了 35 岁以后，骨质就会开始慢
慢流失，这个时候如果自身储备
的骨量不足，那么罹患骨质疏松
的概率就会明显升高。

而骨质疏松这种疾病，很可
能通过父母遗传给子女，尤其是
母亲患有骨质疏松症，那么子女
发生驼背、腰酸背痛、骨折的风
险会比常人高很多。

我们应该怎样预防骨质疏
松呢？推荐一道菜：荠菜豆腐
羹。

豆制品是高钙食物，以卤水
豆腐也就是北豆腐为例，每100g

北豆腐中含有138mg的钙质，而
荠菜更是常见绿叶菜中，含钙量
比较高的蔬菜，每 100g 大约有
294毫克钙质，比牛奶还高。

经常吃这盘菜，可以有效地
补充钙质，同时还能起到降低胆
固醇和调节血脂的作用。

不过荠菜中含有一定量的植
酸草酸，会阻碍钙质的吸收，建议
在做菜前一定要焯一下水，这样
可以将大部分草酸、植酸处理掉。

除了豆制品和绿叶菜，奶制
品更是必不可少的补钙食物。
每天一杯牛奶不仅能够为人体
提供充足的钙质，同时还能补充
多种脂溶性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这些物质可以
起到促进钙吸收的作用。

如果维生素D补充不足，那
么吃再多的钙也无济于事。除
了食补，晒太阳也是补充维生素
D的好方法，每天半小时到一小
时户外运动是非常必要的。

（据《人民日报》）

天气炎热，人们很喜欢吃生
冷的东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
任王宪波表示，饮食生冷对肝硬
化患者很不利，患者需要在生活
中更加注重饮食的搭配并规律
自己的日常作息。

其一，肝硬化患者胃肠道功
能比较差，生冷的饮食，更容易
损伤他的脾胃，容易出现腹泻、
拉肚子、肠道感染。

其二，肝硬化往往有门脉高
压，导致食管胃静脉曲张。吃生
冷的东西会把食道曲张的静脉
划破，导致消化道出血。这是在
天气炎热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
地方。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很
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王宪波表示，患者需要注意
的是，第一，要针对病因进行抗
病毒治疗。第二，要及时到医院
定期检查。第三，要保持情绪的
稳定和舒畅。第四，要注意调节
饮食，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第
五，起居要有规律。

王宪波指出，对于病毒病肝
炎能发展成肝硬化的是乙肝和

丙肝，要想延缓和阻断肝硬化主
要是抗病毒，患者需要及时到医
院检查，第一时间进行规范抗病
毒治疗。

同时，王宪波强调，患者要
保持情绪的稳定和舒畅。中医
讲究情志的调理，认为肝病的诱
发和进展和情志有关系。肝郁
气滞、气滞血瘀等对肝硬化是很
不利的。如果患者已经是肝硬
化，可能在他生气的时候出现门
脉压力升高、消化道出血、腹腔
感染。

“最后，患者要注意调节饮
食。我们主张吃一些有营养的
食物，例如富含优质蛋白质、复
合微量元素的食物。清淡饮食，
少吃大鱼大肉。同时，起居要有
规律，按时作息。中医讲‘人卧
则血与肝’，即人在休息的时候
血液才回流到肝脏里面滋养肝
脏，发挥正常的功能。如果总是
熬夜，血液不能很好地滋养肝
脏，原有的肝病很可能会复发或
加重，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或者导致肝硬化的加重。”王宪
波说。 （据新华社）

饮食起居要规律，可预防肝病

豆腐荠菜一起吃，骨骼更健康

“发福”有碍美观，还影响脑容量

江西德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扩区调区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我公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范性要求，现将本项目公众参与事项公布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下方链接网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ntK73lx1KC-1eiTwdqVEg 提取
码: m0g6；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在本公示十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
方式与项目建设单位进行联系，联系方式如下：规划组织单位：江西德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 联系人：邹轶 电话：0792-4666696 单位地址：德安县上好佳路1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项目附近可能造成环境影响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及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登录网址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_OYHLFdOnssb4Q1j5F3Q6w 提取码：107v）下载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填
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请于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填写公众意见表以电子邮件或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的方式反馈至建设单位。您在提交意见时，
请注明提交日期、真实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公
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德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5月22日

江西特力新材料有限公司高分子绝缘材料模压井盖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江西特力新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10000万元在九江柴桑区赤湖工业园区内建设高分子绝缘材料模

压井盖生产项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现进行社会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项目名称：高分子绝缘材料模压井盖生产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建设地

点：九江赤湖工业园，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是以电路板边角料和树脂粉为原料，采用模压成型工
艺，年加工5万吨环氧树脂井盖、雨水盖、电力板井盖。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江西特力新材料有限公司，联系地址：九江赤湖工业园，
邮编: 332000，联系人：陈经理，联系电话：13575932777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机构名称：江西融大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联系地址：南昌市东湖区三
经路博兰泽大酒店，邮编：330000，联系人：龙工，电子邮箱：546411421@qq.com，联系电话：0791-83817556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本项目在严格落实本评价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确保环保设施
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污染物的排放能满足所执行的环境标准和总量控制，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若您对此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请于公示之日起反馈建设单位或环
境影响评价单位，来电、传真、来函、电子邮件均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简本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
见表见下方链接网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obyNClv-Qkc2VofOrX8hg，提取码：rkk1；公示时
间：即日起十日内。 江西特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公 告
2020年 5月 6日，我局烟草专卖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

索，会同公安干警在沪昆高速江西段芦溪出口处的湘
FCB622的白色别克英朗小车上，依法查获一起涉嫌无烟
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件，现场查获涉案卷烟
84mm芙蓉王（硬）199条。货主未随货同行。

湘FCB622的白色别克英朗小车由湖南岳阳籍男子杨
某星驾驶，该车属其个人所有。杨某星供述该批卷烟系受
人委托，从福建漳州云宵运往湖南岳阳的，委托人姓名、住
址等基础情况杨某星不知。请货主自收到本公告之日起7
日内到江西省芦溪县烟草专卖局（址址：江西省萍乡市芦
溪县城武功大道南侧，电话：0799-7560086）接受调查处
理。若逾期不至,我局将依法对查获的卷烟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江西省芦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0年5月22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双方公司股东会决议，江西旺大动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558462220C）拟吸收合并江
西 旺 博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60121672428704R）。吸收合并前江西旺大动物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整，江西旺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万元整；吸收合并之后，江西旺博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解散并注销，江西旺大动物科技有限公司继续存
在，注册资本变更为1200万元。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后江西旺
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江西旺大动物科技有
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收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
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
实施。 特此公告。

合并各方名称：江西旺大动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旺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公 告
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县分公司已于2020年1月1

日起停止开展业务，并已在办理工商注销手续，任何以广西建通工程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县分公司名义开展业务的行为均属违法冒名。

原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县分公司负责人陶荆伟
自2020年1月1日起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其自2020年1月1日
起在外的一切活动皆属于个人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及法律
责任皆与我公司无关。如其有影响我公司利益和声誉的行为，我公
司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特此公告！

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22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年 5月 29日上午 10：30对以下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南昌县新联粮食管理所拥有的日产300吨稻谷烘干设备

一台（品牌：旺谷牌）、60吨地磅一台、“315KVA”变压器一台、容量500吨仓
房一座三年租赁权整体拍卖，起拍价：25万元/年，保证金20万元。

二、拍卖方式：有保留底价的增价拍卖。
三、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7日内，在标的所在地现场

展示。
四、竞买登记手续办理：①有意竞买人应将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 17：00）汇入指定账户。②保证金确认到账
后，竞买人携保证金凭据及有效证件（需为合法成立、有效存续两年以
上且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成立的法人，并需具备粮食收购许可证）于
2020年5月28日17：00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报名资料费1000
元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五、报名拍卖地点：南昌县塘南镇红星村新联粮食管理所
六、看样联系电话：13870947317 罗先生
七、拍卖公司电话：13970093938 章女士 0791-86397632
八、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公司《拍卖文件》

江西汇通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