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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两天气温持续回升

本报讯 据赤峰市气象局昨日 16
时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冷空气势力减
弱，天气多云，气温小幅回升；明天，天
气晴，气温持续回升。
今天白天，多云，西风 3-4 级，最
高气温 12℃，北部 10℃；今天夜间到
明天白天，晴，西北风 3-4 级，最低气
温 1℃，北部 -1℃，最高气温 14℃，北

部 13℃。

胜。

生活提示
笑出来 用喜来冲悲
中医认为，“喜胜悲，悲胜怒，怒胜
思，思胜恐，恐胜喜”，就像食物链一样，
各种各样的情绪也会相互克制和影
响。对于秋季的悲，就需要冲冲喜来战

喜气从何而来呢?古时候的人就通
过征兵和订婚来获取，建功立业的豪情
壮志、订婚的欢喜之气，都可以让这悲
秋的泪很快晴朗起来。而现在，就可以
通过各种娱乐节目来缓解， 比如听相
声、看二人转、影视剧等，让你开怀大
笑，把郁闷悲愤都疏散开。

星云大师：养生需要“
慢”
星云大师今年已经 92 岁高龄
了，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在 52 年
前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一直疾病
缠身。
几年前，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 50 年前患糖尿病， 医生说我活
不到 80 岁， 但如今我已年近九十，
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
漫长的与糖尿疾病斗争的过
程， 让他积累了许多保健、 养生经
验，其中，“慢”，即为其养生之道之
一。星云大师说，人生不能一味地求
速成，他把“慢”的养生功效概括为
四个方面。
一是慢工可以养艺。“慢工出细
活”， 精雕细琢就是要靠慢工慢慢
来。
二是慢步可以养生。 现代医学
证明， 慢步可以健体养生。 长跑、快
跑， 适合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大显身
手，真正的养生还是要靠慢跑。
三是慢活可以养寿。星云大师认
为，现代人工作忙碌，生活节奏快，压
力大， 容易造成许多现代文明病。因
此，应该把生活步调放慢一些，比如，

“笑一笑，十年少”，这是一句在
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谚语，它直接说
明了笑能够祛病保健、抗老延年。
国外的科学家也指出了愉快的
情绪对于健康的作用， 俄国生理学家
巴甫洛夫就指出：
“
愉快可以使你对生
命的每一跳动， 对生活的每一印象易
于感受， 不管躯体和精神上的愉快都
是如此，也可以使身体强健。”英国著
名物理学家、 化学家法拉第曾因工作
过分紧张，常常头痛。后来，一位名医
经过仔细检查后对他说：
“
一个小丑进
城，胜过一打医生。”说完便扬长而去。
法拉第从名医的话中领悟到了“
乐以
治病”的奥秘，于是经常去看喜剧，被
逗得大笑不已，最终头痛病不治而愈。
从医学上来看，笑有利于加快血
液循环，有利于提振精神、消除疲劳、
缓解压力。大家不妨在一天紧张的学
习和工作之余，说个笑话，听段相声，
开心地笑一笑，让我们都来“笑”出
健康。
（综合）

必斯营子派出所
◆资料图

吃饭不要狼吞虎咽， 开车不要超速。
思维反应不要老是太快，有时不妨迟
钝、笨拙一点；做任何事不一定都要
跟别人比速度、比效率，也不必每日
都要加班加点， 经年累月不休假，即
便是机器也会受不了而损坏。
四是慢言可以养量。 星云大师
说，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拙于言辞，平

服牛黄解毒片忌过量
日常生活中，牛黄解毒片是许多
家庭常备的“祛火药”，上火、牙痛或
者大便不通了就吃几片，对症应用效
果很好，有些人甚至长期服用。但专
家提醒， 对症用药才能事半功倍，如
果长期大量服用牛黄解毒片，有可能
造成慢性中毒。
一般而言， 牛黄解毒片服用原
则是“中病即止”，切忌过量或 长 期
服用，按适应证及其服用剂量吃药。
成年人服用牛黄解毒片的最高剂量
是大片剂（每片 0.6 克）每天不超过
6 片 ，小 片 剂（每 片 0.3 克）每 日 不
超过 9 片。 连续服药 2 至 3 天，产
生效果就可停药，一般服药时 间 不
超过 1 周。若服药后大便次数每日
2 至 3 次者应减量，服药 3 天后症
状无改善或加重者，应停药并 到 医
院就诊。
由于牛黄解毒片含有泻药、冰片
和雄黄等药物，孕妇禁用，小儿也应
在医生指导下慎用；过敏体质者要注
意使用。
一些长期有便秘、痤疮的患者为
了泻火解毒，缓解症状，自行大量、长
期服用牛黄解毒片， 结果出现皮疹、
剧痒、发热、哮喘、胸闷、心悸、腹泻等
症状，这时应该警惕砷中毒。
（老年生活报）

为什么说
“
笑一笑，十年少”

时总是沉默寡言； 有的人好发议论，
喜欢高谈阔论。“一言以兴邦，一言以
丧邦”。好发表高论的人，不善克制自
己，很多话不经思考脱口而言，一旦
惹出麻烦，才悔不当初。
星云大师总结的养生“四慢”，堪
称强身健体宝贵的经验和秘诀，值得
（法制晚报）
我们学习、效仿。

五类药勿与阿奇霉素联用
抗酸剂 二者同时服用， 抗酸剂会
使阿奇霉素的峰浓度降低 30%， 使疗
效降低，达不到治疗效果。
麦角类药物 如果二者合用， 阿奇
霉素容易使患者发生麦角中毒， 引起
周身动脉痉挛。
地高辛 阿奇霉素可清除肠道中能
灭活地高辛的菌群， 使地高辛血药浓

短

讯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
最大限度消除不安全不稳定因素，近
日， 宁城县公安局必斯营子派出所组
织民警对辖区加油站开展全方面安全
检查， 检查结果未发现任何安全隐患
问题，检查结束后，民警再三强调要求
加油站负责人加倍增强安全意识，加
强消防器材的维护保养， 增强安全防
范意识，扎实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严格落实散装汽油实名销售， 确保不
发生安全事故，为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
营造良好的安全稳定氛围。 （刘志彬）
10 月 8 日， 宁城县公安局大明派
出所接到 110 指令： 朱某报警称其三
轮车玻璃被砸，要求公安机关处理。 接
警后值班民警迅速到达现场。 经了解，
朱某驾驶三轮车前往一建筑工地送建
筑材料，因琐事与工人范某发生争执，

度升高，易引起毒副作用。
香豆素类口服抗凝剂 阿奇霉素会
使其抗凝作用增强，引起出血等症状，
如必须同时应用， 需注意监测凝血酶
原时间。
氨茶碱 阿奇霉素可影响氨茶碱的
代谢，使其血药浓度升高，容易引起中
毒反应。
（综合）

后范某对朱某进行殴打， 并持砖头将
朱某三轮车驾驶侧玻璃砸碎。 因双方
无明显外伤且均有调解意愿， 民警联
合工地负责人主持调解。 经工作，双方
达成一致，由范某赔偿朱某人民币400 元，
双方互不追究对方责任。 （傅百靖）
近日下午， 汐子派出所民警在天
平线公路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时，
某村黄某（男，49 岁）酒后驾驶着三轮
摩托车从天平线公路驶过， 被民警当
场查获， 随即民警带领黄某到宁城县
医院进行血液检测， 经检测黄某某血
液中乙醇含量为 96.00mg/100ml，依据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
值与检验》规定的醉酒标准，黄某饮酒
状态已达到醉酒标准。 经讯问，黄某对
其危险驾驶机动车行为供认不讳。 现
黄 某 已 被 宁 城县 公 安 局 依法取保候
审，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皇金朋）

采取多项措施
提升窗口服务水平
◇通讯员 刘志彬
本报讯 2017 年以来， 宁城县公
安局必斯营子派出所结合日常工作
实际， 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和服务职
能，努力打造公安机关户籍窗口服务
形象，全面提高群众满意度。
一是规范办事流程。在户籍窗口
规范设置标识标牌，分别摆放宣传资
料、办事须知、桌椅等物品，让群众感
到贴心服务。同时将办事流程、办事
期限、收费标准、联系电话等内容进
行公示，让群众明白、让群众满意；二
是提升民警形象。注重在提高窗口服
务水平和树立良好服务形象上狠下
功夫，要求户籍民警工作人员严格执
行窗口民警着装规范， 使用文明语
言，对群众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
走有送声；三是强化便民措施。派出
所采取灵活举措， 针对假节日学生、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集中办理户口业
务等现状， 要求户籍室实行延时服
务、错时服务，根据群众实际情况安
排电话预约， 确保群众办事方便快
捷，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四是加强业务培训。为提高服务
水平，不定期对户籍民警警进行相关
业务培训，要求户籍民警吃透户籍政
策法规， 尤其是户籍改革的各项政
策， 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和履职能力，
同时加强户籍民警纪律教育，强化其
服务群众宗旨意识， 坚决杜绝“冷、
横、硬、推”现象；五是接受社会监督。
在办理户籍业务过程中，讲解户籍管
理工作的政策和法规，提升群众对户
籍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在醒目位置设
置意见薄， 广泛征求群众对户籍工
作、 服务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窗口民警的姓名、警号、投诉电
话予以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