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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赤峰局地有阵雨
本报讯 赤峰市气象台昨日 16
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天气多
云，风力较大，午后西部和南部地区

有阵雨，局地将伴有雷雨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今天夜
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天气晴间多云，

风力较大，气温小幅上升。
今天白天，多云，午后西部和南部
地区阵雨， 西南风 4-5 级， 最高气温

26℃， 北部 2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
天，晴，西南风 4-5 级，最低气温 11℃，
北部 10℃，最高气温 28℃，北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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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莲盆栽怎么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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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莲的营养价值高，属于热带
水果， 所以经济价值一直居高不
下。有的朋友就问，榴莲在北方能
养吗？如果是种来卖的话，是不太
可能的，因为它对于温度、湿度、气
候条件要求都是很高的，而且它体
型硕大，高度能达到 30 米以上。有
的朋友只想得到一些榴莲盆栽，这
是可以的， 虽然北方天气比较严
寒， 但一天 24 小时的暖气还是能
够如愿种植榴莲盆栽的。那么榴莲
盆栽怎么种植呢？
一、种植时间
榴莲是一款喜热的植物，虽然
春天、夏天、秋天貌似都能种植，但
是秋天光照时间相对比较短，所以
春天和夏天两季才是最好的种植
时间。
二、种植方法
1、 吃榴莲总是剩下一大堆果
核，所以用它来做种子最合适不过
了。 我们将尚未食用的果核取出，
然后清洗干净，最后再将清洗好的
果核放置在干净的清水中三天左
右就可以发芽。
2、 先准备一个透气性较好的
花盆， 然后在其中放置一些营养

阿旗供电公司

开展网络
安全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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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在营养土中间挖出几个小洞，
然后取出已长出小芽的果核去掉
表皮种植下去，盖上一层薄薄的培
养土。
3、 将栽种好果核的花盆用水
浇透然后放置到半阴的角落。过一
段时间等到榴莲果核的新芽长出
2-3cm 就可以移出照光。
三、养护
1、光照：榴莲盆栽对于光照需

求比较大，所以充足的光照能够加
速榴莲盆栽对于养分以及水分的
吸收，更好地促进它的生长发育。
2、浇水：不能每天都浇水，隔
几天再浇水，让其盆土湿润度保持
在 30%-40%最为合适。
3、施肥：为了更好地达到快速
增长的目的，要适当对处于生长期
的榴莲添加化肥，一般一个月施肥
据《生活报》报道
一次就够了。

黄芪不只补气，还修心
心衰患者平时可用黄芪泡水代茶饮

黄芪作为药用已有 2000 多年
历史，具有补气固表、强心利尿、托
毒排脓、 敛疮生肌的功效。《本经》
记载其“主痈疽 ，久败 疮 ，排 脓 止
痛。 补虚， 小儿百病。”《日华子本
草》记载其“助 气 壮 筋 骨 ，长 肉 补
血。”临床上常用于治疗气虚乏力、
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
血崩漏、表虚自汗、痈疽难溃、血虚
萎黄、内热消渴等症。
黄芪最具代表性的补气固表
功效已得到现代研究的证实，其所
含的黄酮、皂甙类、黄芪多糖等具
有强心、保肝、利 尿 、增 强 免 疫 功
能、抗衰老、抗应激、降压、增强造
血功能和较广泛的抗菌作用。除了
补气之外，黄芪在改善心脏疲劳衰
竭方面的作用更明显。
心功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

弱，并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心脏
受损，如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等，
久之引起心脏功能的衰竭。心衰属
中医“惊悸怔忡”“胸痹”“喘咳”“水
肿”“虚劳”等范畴，究其原因多是
因劳倦过度、病后失调、忧思内伤
等而伤人体正气，耗竭心力。从中
医的角度来看， 心衰大致分为 3
型：1. 心肺气虚型， 治疗以补益心
肺、活血化瘀和化痰为主；2.气阴两
虚型，治疗以益气敛阴、活血养心
为主；3.阴阳俱虚型，治疗以补气回
阳、益阴固脱为主。临床上根据不
同症候，常用养心汤、生脉饮合炙
甘草汤、真武汤合四物汤、参附龙
牡汤等方。在这些方剂中，都少不
了黄芪。
黄芪也可单独使用。如有些缺
氧或者中毒以及化疗引起的心衰

且病情较重者， 可以用黄芪 50 克
泡水代茶饮，2 周后改为 30 克，长
期 饮 用 者 可 以 每 日使 用 15 克 左
右。对大多数人来说，黄芪没有什
么毒副作用，不必过于担心其安全
问题，但气滞湿阻、有食积、毒疮初
起或溃后热毒尚盛等实证者，以及
阴虚阳亢者，不宜使用黄芪，否则
会加重病情。
春夏之交， 正是养心的好时
机， 大家平时可以用黄芪泡水，或
与红枣、五味子、甘草、桂枝、红花、
枸杞、玫瑰花等配成花草茶，以养
心补气。 这里推荐一款枸芪枣茶：
黄芪 10 克，枸杞 12 克，红枣 3 枚，
沸水冲泡代茶饮， 能够增强体质，
明目补血，非常适合久坐的白领人
群。
据《生命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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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汉旗供电公司

制定协助政府停电流程
本报讯 当前， 法律法规在供
电企业配合政府停电方面没有明
确规定， 也没有统一停电流程，导
致停电后，用户在对政府行为不满
的情况下，极易把矛头指向供电企
业，要求供电企业恢复供电或赔偿
损失，给供电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法
律风险。

为规避法律风险，国网敖汉旗
供电公司党委办公室结合市公司
法律风险防范意见，协同营销部共
同制定《协助政府停电流程》。通过
取得并审查行政执法的文件、履行
告知义务、规范
“
配合停电”过程、争
议解决四个方面入手， 规范了政府
等相关具有行政执法权的来函内

容，明确停电责任主体，利用《配合
行政执法停电通知书》 等纸质证据
留存手段，最大程度上规避法律风险。
通过制定 《协助政府停电流
程》， 敖汉旗供电公司在以后的协
助政府停电过程中既能与政府之
间保持良好关系，又能与用电客户
（赵云鹏）
保持良好的合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
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近日，国网阿
鲁科尔沁旗供电公司组织开展了
网络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为不断
深化网络安全技防措施应用，逐
步建设“可管可控、精准防护、智
能防御” 的网络安全智能防御体
系提供保障，该公司 50 余人参加
培训。
此次培训通过讲解和座谈交
流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公司培训
老师从信息安全基本概念、 网络
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和电力监
控系统安全防护现状及常见问题
和建议等方面阐述了网络安全及
其重要性， 提醒广大干部职工一
定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从严、从
实、从细、从深地做好网络安全工
作。
通过本次培训， 进一步提高
了大家的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加
强网络安全管理， 掌握基本安全
防护方法， 不断提升安全防护能
力和水平。（曹晓东）

元宝山区供电公司

守正创新勇作为
凝心聚力谱新篇

本报讯 近日，为深入学习贯
彻上级公司工作会议部署， 激励
动员国网元宝山区供电公司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凝心聚力、锐
意进取，该公司党委积极开展“守
正创新、担当作为，奋勇争先、创
造一流”主题党日活动。
该公司党委书记崔耀斌同志
以“守正创新，久久为功—追梦路
上的我们”为主题，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两会“主席新语”为
主线，围绕“守正”与“创新”，紧扣
“担当作为”， 结合上级公司要求
及元宝山区供电公司实际情况讲
授了一堂党课，内容严谨，机关全
体党员、 发展对象及部分积极分
子参与了此次活动。
该公司党委旨在通过此次主
题活动，带领全体党员干部，不断
汇聚起奋勇向前的方步力量，激
励广大党员进一步坚 定 理 想 信
念、 牢记初心使命， 勇于担当作
为、创造一流业绩，为国家电网公
司建设“三型两网”世界一流能源
互联网企业贡献力量。 （崔月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