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Tea House

2021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 邹宇 校对 / 邱名卿

涨知 识

广东省中医院颈椎病诊疗中心曾接诊过一
位患者，诉称晚上脖子酸痛睡不着觉，此前多处求医被
诊断为“颈椎病”，做了一些物理治疗，换了二十多个枕头，结果
依然很难入睡。广东省中医院医生诊断其为颈型颈椎病。广东省
中医院骨科大科主任林定坤教授提醒，枕头对睡眠质量影响极
大，颈椎脆弱的颈椎病患者在枕头的选用上则更需要慎之
又慎；健康的中老年人群也不建议随意更换
枕头。
广日

影响咖啡味道的可能不止咖啡豆产地以及烘焙程
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喝咖啡时的背景噪声也可能
影响人对咖啡味道的感受。
由厄瓜多尔美洲大学、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和挪
威商学院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招募大约 400 名志
愿者，让他们戴上耳机、在两种不同音量背景噪声下品
尝相同咖啡，然后评价咖啡味道，涉及咖啡酸度、苦度、
甜度和香味强度等。耳机中播放的是美食街背景噪
声，
一组听到的音量约 85 分贝，另一组音量低 20 分贝。
研究人员发现，在更嘈杂的环境下，人的味觉感知
较不敏感，比如，喝同一种咖啡，与背景噪声较小时相
比，研究对象会觉得背景噪声较大时咖啡苦味较轻、香
气较淡，购买咖啡的意愿也相对较低。反之，当背景噪
声较小时，研究对象喝咖啡时更为享受，有人甚至认为
喝到的咖啡更贵。
研究报告由英国最新一期《食品质量与偏好》双月
刊刊载。雅虎新闻援引研究人员的话报道，出现上述
情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与人注意力持续时间有
关，即较大噪声环境会轻微降低人味觉感知力。依照
研究人员说法，这项研究成果或可用于经由控制背景
噪声帮助人们减少糖分摄入，还可帮助相关从业者思
考如何改善消费者体验。
新华国际

频繁换枕有弊无利
枕头没选好 不护颈还伤颈

最近天气干燥，很多人到皮肤科就诊，有说身上痒
的，有说嘴唇裂口的，还有手脚皲裂的。南方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冼苡说，冬季的气候寒冷
干燥，人体皮脂腺、汗腺分泌的皮脂及汗液的分泌也会
相对减少，皮肤干燥皲裂的情况确实比较常见。预防
和缓解皮肤干燥日常要注意以下三点。

减少洗澡次数 不用太热的水
勤洗澡可以使皮肤保持干爽清洁，但在寒冷的冬
天，
要适当地减少洗澡次数。
天气变冷，人体内的新陈代谢能力变慢，此时皮肤
分泌出的油脂减少，保护皮肤的作用就会减弱。此时，
不宜用过热的水洗澡，否则会破坏皮肤皮脂膜，还会把
皮肤烫得又红又痒，进而用手去抓，
又会损伤皮肤。
洗浴时少用或避免使用肥皂、硫磺皂等碱性过强
的清洁产品，洗浴产品在清洁皮肤表面污垢的同时，化
学成分也在刺激脆弱的皮肤，若冲洗不彻底，残留的洗
浴品化学成分会使皮肤更加干燥。

洗澡后 3 分钟内全身涂抹身体乳
冬季皮肤干燥缺水，选用保湿润肤的护肤品必不
可少，
洗完澡后 3 分钟内全身涂抹身体乳。
脸部不要过度清洁，皮肤敏感者建议单纯用清水
洗脸，洗脸后不要急着把脸上的水分擦干，留住些许水
分，
使脸部微微湿润，
再涂抹一些面霜。

每天最少要喝 2000 毫升水
皮肤也需要喝水，这里的给皮肤喝水指的不单是
使用各种保湿精华，补水精华，而是平时就要多喝水，
每天最少要保证喝 2000 毫升的水，更有助于保持一个
水水嫩嫩的皮肤。
广日

喝咖啡，
氛围很重要
研究表明，背景噪声或影
响人对咖啡味道感

中老年人睡不好？
冬季皮肤干痒？
做好 3 招可预防

老爸茶

我们为什么要用枕头？
“枕头”的实际作用，是“护
颈”。专家介绍，头骨圆，肩部平，平躺时不使用枕头，
连接头和肩的颈部就会悬空；尤其在入睡之后，颈部肌
肉完全放松，重力作用下，头颈会扭转，整个睡眠时间
头颈都会处于长时间的过度扭转状态，
造成劳损。
如果睡觉时不用枕头或者选用过低的枕头，头颈
过度后仰，在每天平均长达 6-8 小时睡眠时间里会持
续对颈椎造成慢性损伤，最终加速颈椎的退变，导致落
枕，甚至导致颈椎病的发生。不用枕头还会使头部充
血，
容易造成眼睑和颜面浮肿等情况。
一个好枕头的标准是为颈椎提供适宜的支撑力，
将颈椎维持在正常的生理位置上，在左右前后都符合
生理要求，让颈部肌肉能得到舒展、放松，减缓颈椎退
变的速度，降低患颈椎病的风险。
另外，颈椎病患者在选用枕头的时候，除了需要参
考睡姿、身材、年龄等因素，还需要参考自身的颈椎状
态及颈椎病发病的类型进行选择。不同年龄和病因所
致的颈椎问题，需要选择不同形态的枕头。

中老年人群不要随意换枕头
林定坤说，对健康的中老年人群来说，不建议随意
更换枕头。因为中老年人的颈椎状态多数较差，大部
分存在肌肉萎缩、筋膜病损及骨质增生等情况，部分还
患有颈椎病，对枕头的要求很高。正因如此，这些中老
年人在外旅游时，
也常常觉得酒店枕头不合适。
中老年人在更换枕头时，需要参照的因素很多，因
此，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如果晨起时没有明显颈部不
适，
也没有神经麻痹的体征，建议无需更换枕头。
那么在什么时候需要更换枕头呢？
当发现自己出现手脚麻木、手脚笨拙、经常头晕等
情况，就应该去正规医院检查，根据具体情况对枕头作
出相应的调整。

看世 界

长颈鹿也有
“小短腿”
？
下图右侧是一头名叫奈吉尔的长颈鹿，它与正常体
形的长颈鹿相比，
个子相差很多。
长颈鹿是世上最高的哺乳动物，不过它们当中也有
出奇的小个子。最近，就有研究者报告了两头“侏儒长
颈鹿”
的发现。
这两头长颈鹿个体都是雄性，其中一头是努比亚长
颈鹿，另一头是安哥拉长颈鹿。它们的脖子并不算短，
但腿则比同龄的同类短得多——确切地说，是桡骨和掌
骨格外短。相对于躯干和头颈，
“侏儒长颈鹿”的四肢明
显不成比例，
就像是把长颈鹿安到了马的腿上。
这是人们首次在野生长颈鹿中发现骨骼
发育不良的现象。
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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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娃集团美安儿童药智能制
造基地项目第二次信息公示

海口市中心独栋商业楼出售

海南伊万职业培训学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
监管局核准，我司现启用新的办公地址及
新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将有关内容
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琼海支公司。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14 日。负责人：张敏。机构住所：海南省
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陈彦奋陈彦先（千佰
汇 旁 边）号 第 二 层 。 联 系 电 话 ：089862920202 机 构 编 码 ：000017469002。
邮政编码：571400。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
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
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
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
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
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
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琼海支公司
2021 年 1 月 11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规定，需对“葫芦娃集团美安儿童药智能制
造基地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以便让社会公众了解项目情
况，同时也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接受
全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经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i_LuMhXboJUy77KxuqR_Q
提取码：hqrp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高新区药谷工业园二期药谷四路 8 号
联系电话：13379900819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项目周边 2.5km 范围内的村庄、居民集中区、学校等敏感目标及
相关单位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请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wfZ4BFAq1RArSs62uBXpA
提取码：glp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反馈给本公司，或以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形式反映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单位名称：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高新区药谷工业园二期药谷四路 8 号
联系人：石伟
联系电话：13807627385
联系邮箱：51679866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2021 年 1
月 5 日~2021 年 1 月 20 日。

18876735462

挖掘机、
叉车、
铲车培训
火热招生中，
电话：
13807596085

正规一房一厅送一储物间低价出售52万 百 业 商 情
17848141431 陈先生

遗失声明

中屋集装箱（海南）有限公司

租售集装箱、
板房、
围挡。
18876916858、
1838951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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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中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汽车收款收据蓝联。客户名称:邱名益，
票
据号 0002401，
金额 2000 元，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无忧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遗失意向收
据，编号：0001501，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