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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时难受是身体在求救
运动时袁每个人都曾遇到一些
让人尴尬或难受的怪现象院打了一
会儿球就头晕目眩袁跑步时突然肚
子痛尧头痛噎噎这些野怪现象冶正常
吗钥 专家解释袁有些野怪现象冶是身
体在 野说话冶袁 告诉我们要及时调
整遥
第一袁 运动时突然感觉肚子
痛袁可能是横隔膜抽筋袁常发生在
跑步者身上遥 呼吸不顺畅尧饭后立
即运动尧缺水或饮水过多袁都可能
导致短暂的肚子痛遥 一般来说袁运
动不当导致的肚子痛持续时间较
短袁 疼痛部位在右下腹或整个腹
部袁以胀痛为主遥 发生时袁建议立即
降低运动强度或停下袁 改为慢走袁
配合深呼吸袁 同时用掌心轻压尧按
摩疼痛部位袁 疼痛感会逐渐消除遥
预防运动中腹痛的发生袁除了平日
加强腹部肌群的训练袁提升核心力
量袁运动前适度伸展尧热身也很重
要遥 正餐后两小时再运动袁让食物
完全消化袁 也可降低腹痛发生几
率遥
专家提醒袁如果腹痛过于剧烈
或有明显绞痛袁疼痛部位局限在某
一个部位袁如肚脐附近或上腹部正
中位置袁通过调整袁症状不能减缓袁
则有可能是胃炎尧阑尾炎等其他疾
病导致的袁应立即停止运动袁马上
就医遥
第二袁 运动过程中头晕目眩袁
一般是脑部供氧不足导致袁其原因
也是多种多样的袁 需要仔细辨别袁
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遥 1.低血
糖遥 一些运动时头晕甚至昏倒的

人袁是运动前进食太少导致的遥 运
动过程中袁 人体的血糖会慢慢下
降袁 若脂肪酸来不及变成能量袁就
会产生头晕现象袁在运动前适当吃
点东西即可避免遥 2.体位性低血压遥
即从比较低的体位过渡到直立体
位时袁 突然出现血压下降超过 20
毫米汞柱袁 并伴有明显的头昏头
晕尧视力模糊尧乏力恶心尧认知功能
障碍尧心悸尧颈背部疼痛等现象遥 这
种症状正常人也偶有发生袁与糖尿

病尧手术后遗症尧用药等相关遥 3.呼
吸不畅遥 运动环境通风差或者运动
频率过快袁都会导致憋气袁使内脏
压力上升袁血压飙高袁静脉回流变
差袁产生头晕目眩等症状遥
专家建议袁 出现头晕等症状
时袁应立即停止运动袁尽量降低体
位袁 最好平躺后稍稍抬高下肢袁掐
人中遥 穿着紧身衣的袁也应及时松
开遥 若出现呕吐等不适袁应立即就
医遥

第三袁运动时袁交感神经较为
兴奋袁如果缺乏热身袁或进行非规
律性的运动时袁 就可能导致头痛遥
一般情况下袁 稍加休息即可缓解遥
做好热身尧 避免太过剧烈的运动袁
即可有效避免遥 如果头部持续胀
痛袁则可能有致命风险袁应立即停
止运动并就医遥

酗酒增加患老年痴呆症风险
据英国路透社 9 月 27 日报道袁
一项长期研究表明袁 中年开始戒酒
和每周喝七大杯以上的酗酒者袁年
老以后都比轻度饮酒者更容易患上
痴呆症遥
巴黎萨克莱大学和伦敦大学学
院 首 席 研 究 员 Severine Sabia 表
示袁大量饮酒后袁痴呆可能直接由营
养不良和酒精在大脑中的毒性作用
所致袁 也可能是由酗酒者的常见疾
病糖尿病尧 高血压和中风间接引起
的遥
研究发现袁 禁酒也更有可能患
心脏病或糖尿病袁 这也解释了禁酒
者患痴呆症的部分原因遥 这些有痴
呆风险的禁酒者指的是因滥用酒精
或酒精成瘾而戒酒的人遥 研究人员
指出院野这个发现不应该激励那些不
喝酒的人开始饮酒袁 因为酒精对死
亡率尧肝硬化和癌症有不良影响遥 此
外袁鉴于酒精对健康有不好影响袁应
鼓励过量饮酒的人减少饮酒遥 冶据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袁 全球每年约有
330 万人死于酗酒袁 约占总死亡人
数的 6%遥
在这项研究中袁Sabia 的团队使
用了一种英国标准的测量方法袁即
酒精单位袁其中每个单位含有 8g 纯
酒精遥 因此袁一杯中杯葡萄酒(175 毫
升或约 6 盎司) 含有约 2 单位的酒
精袁半品脱(280 毫升或 9.6 盎司)啤
酒包含 1 至 3 单位的酒精袁 视其浓
度而定袁而标准量(25 毫升或约 1 盎

司)的烈性酒则相当于一单位酒精遥
研究人员对 9087 名英国成年
人进行了 23 年的长期追踪研究袁并
在 1985 年至 2004 年期间进行了 5
次饮酒评估遥 他们还查看了调查问
卷中的数据袁 以评估在 1997 年至
2017 年间的饮酒问题以及酒精相
关疾病的医疗记录遥
研究小组在英国医学杂志上报
道袁在这项研究中袁397 人后来患有
痴呆症袁平均年龄为 76 岁遥 与每周
饮酒 1 至 14 单位的中年人相比袁禁
酒者患老年痴呆症的几率要高出
47%遥 在每周饮酒超过 14 个单位的
人群中袁每增加 7 个单位的饮酒量袁
就会高出 17%的痴呆风险遥 这项研
究还调查了中年以后饮酒方式的变
化会如何影响患痴呆的风险袁 他们
发现袁持续每周饮酒 1 至 14 个单位
的人袁患痴呆症的风险最低遥
与这些持续轻中度饮酒的人相
比袁 长期禁酒的人患痴呆症的可能
性要高出 74%袁 长期酗酒的人要高
出 40%遥 人们要是在中年戒酒袁他们
会比一直偶尔或适度饮酒的人患痴
呆症的可能性高出 55%遥
这项研究并不是为了证明饮酒
习惯是否影响或如何影响痴呆症的
发展遥 然而袁研究人员得出总结袁对
于每周饮酒远高于 14 个单位的过
量饮酒袁许多国家应设立规定阻止袁
来说明潜在的痴呆症风险遥

沉迷电子产品不利于儿童大脑发育
据 叶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
康曳报告称袁睡眠不足和过度沉迷
电子产品会导致孩子的认知能力
(如语言能力尧 记忆力和任务完成
能力)下降遥 因此袁研究人员建议袁
儿科医生尧家长尧教育者以及政策
制定者应该提倡限制娱乐屏幕时
间袁优先考虑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
健康睡眠习惯遥
研究表明袁在美国袁20 个孩子
中只有 1 个符合睡眠尧锻炼和看电
视的时间指南遥 8 岁至 11 岁的儿
童平均每天花 3.6 小时在电视尧手

机尧平板或电脑屏幕上袁几乎是指
南建议用时的两倍遥
研究团队根据详细的问卷调
查了美国 20 个地区的 4520 名儿
童遥 他们还对孩子们进行了六种认
知技能测试袁根据家庭收入尧青春
期发育和其他可能影响表现的因
素调整测试结果遥 最后建议限制娱
乐屏幕时间遥 对于睡眠和锻炼袁研
究者提出的建议与世界卫生组织
的实践指南建议一致遥
加拿大是第一个建议限制屏
幕时间的国家袁因此研究者将研究

中
第一百一十五条 自治区尧自治州尧自
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
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袁同时依照宪法尧
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
使自治权袁 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国家的法律尧政策遥
第一百一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
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尧经
济和文化的特点袁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城

结果与加拿大儿童 24 小时运动指
南进行了对比遥 发现近 30%的儿童
没有达到任何一项标准袁超过 40%
的儿童只达到了一项袁25%的儿童
达到了两项袁 只有 5%的儿童符合
所有的三项标准遥 一半的孩子得到
了足够的睡眠袁37%的孩子保持在
屏幕限制时间之内袁只有 18%的孩
子达到了体育锻炼的标准遥 研究者
表示袁 孩子们达到的标准越多袁他
们的认知就越好袁并指出屏幕时间
是影响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遥
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越来越

华

人

例遥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袁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遥 自
治州尧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袁报省
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后生效袁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备案遥
第一百一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遥 凡是依
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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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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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袁从小就经常使用手机可能会
出现上瘾尧注意力缺陷障碍等一系
列问题袁因为花在屏幕上的每一分
钟都必然会从睡眠中挤出一分钟遥
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袁绝大多数教
师表示袁智能手机已经成为课堂上
的一种干扰袁 削弱了学生的注意
力遥 法国已经督促家长不要让三岁
以下的孩子看电视袁美国儿科医生
也建议全面禁止孩子看电视至少
18 个月遥

共

收入袁 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自主地安排使用遥
第一百一十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袁 自主地安排
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遥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尧 建设
企业的时候袁 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
益遥
第一百一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计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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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尧科学尧文
化尧卫生尧体育事业袁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
化遗产袁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遥
第一百二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
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
要袁经国务院批准袁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
会治安的公安部队遥
第一百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袁 依照本民族自

理

办

供稿

法

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袁 使用当地通用的
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遥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家从财政尧物资尧
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
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遥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
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尧 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
工人遥
渊未完待续冤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5 号
叶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曳 已经第 33 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袁 现予发布袁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遥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陈政高
2017 年 3 月 14 日
第一条 为提高城市建设水平袁塑造
城市风貌特色袁推进城市设计工作袁完善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袁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曳等法律法规袁制定本办法遥
第二条 城市尧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
制镇开展城市设计管理工作袁 适用本办
法遥
第三条 城市设计是落实城市规划尧
指导建筑设计尧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
手段袁 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遥
通过城市设计袁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

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尧 协调城市景观风貌袁
体现地域特征尧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遥
第四条 开展城市设计袁应当符合城
市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冤总体规划
和相关标准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袁坚持以
人为本袁保护自然环境袁传承历史文化袁塑
造城市特色袁优化城市形态袁节约集约用
地袁创造宜居公共空间曰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尧资源条件和管理需要袁因地制宜袁
逐步推进遥
第五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国城市设计工作遥
省尧自治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指
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设计工作遥
城市尧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设计的监督管理遥
第六条 城市尧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袁应当充分利用新技术开展城市
设计工作遥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城市设
计管理辅助决策系统袁并将城市设计要求
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平台遥
第七条 城市设计分为总体城市设
计和重点地区城市设计遥
第八条 总体城市设计应当确定城
市风貌特色袁保护自然山水格局袁优化城
市形态格局袁明确公共空间体系袁并可与
城市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冤总体规
划一并报批遥

第九条 下列区域应当编制重点地
区城市设计院
渊一冤城市核心区和中心地区曰
渊二冤体现城市历史风貌的地区曰
渊三冤新城新区曰
渊四冤重要街道袁包括商业街曰
渊五冤滨水地区袁包括沿河尧沿海尧沿湖
地带曰
渊六冤山前地区曰
渊七冤其他能够集中体现和塑造城市
文化尧风貌特色袁具有特殊价值的地区遥
第十条 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应当塑
造城市风貌特色袁注重与山水自然的共生
关系袁协调市政工程袁组织城市公共空间
功能袁注重建筑空间尺度袁提出建筑高度尧
体量尧风格尧色彩等控制要求遥
第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

貌保护相关控制地区开展城市设计袁应当
根据相关保护规划和要求袁整体安排空间
格局袁保护延续历史文化袁明确新建建筑
和改扩建建筑的控制要求遥
重要街道尧街区开展城市设计袁应当
根据居民生活和城市公共活动需要袁统筹
交通组织袁合理布置交通设施尧市政设施尧
街道家具袁 拓展步行活动和绿化空间袁提
升街道特色和活力遥
第十二条 城市设计重点地区范围
以外地区袁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条件袁依据
总体城市设计袁单独或者结合控制性详细
规划等开展城市设计袁 明确建筑特色尧公
共空间和景观风貌等方面的要求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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