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身体健康是革命的本钱”，
但是，在繁忙的生活中，大家往往是忙于工
作，急于应酬，却忽略了身体健康这块风水
宝地。其实，平时稍加注意，提早预防，健康
就在我们身边。人民健康网推出《“健”识早
知道》专栏，专为你收集整理平时忽略的健康
知识，做您的健康智库，同您一起将健康进行
到底！

乘公交戴耳机最毁听力
“年纪轻轻就耳背”不是一句玩笑话。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公布的数据，目前全世
界已有 4.32 亿成人和 3400 万儿童的听力受
损。12~35岁的年轻人中，约 50%（相当于 11
亿）常暴露于娱乐噪声环境中，面临听力受损
风险。

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杨仕
明：导致听力受损的原因有很多，如遗传因
素、分娩因素、传染病、耳部感染、服用耳毒性
药物、暴露于过量噪声和衰老等。其中，娱乐
性噪声导致的听力受损是可防可控的，应该
引起足够关注。他指出，现在很多年轻人通
勤时，在公交车、地铁等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听
歌、玩游戏、看剧，这一举动相当于自残，可能
会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

所谓听力损伤，就是耳朵在过长的时间
内承受了过大的声音，进而导致听力下降。
耳朵分为外耳、中耳和内耳，其中与听力最密
切相关的是鼓膜、听小骨以及耳蜗。声音经
过外耳道到达鼓膜引起振动，通过听小骨传
递到充满液体的耳蜗内。耳蜗中的毛细胞会
将振动转化为电信号，神经纤维将其传导至
大脑内产生听觉。一般来说，当声音持续高于
85分贝，就会造成听觉疲劳。地铁、公交车等
较为嘈杂的环境中，声音约为80分贝，人们戴
耳机时为了听清所放音乐，自然而然会将音量

调到比环境噪音更高，并且对高音量的刺激浑然不觉。
高音不断冲击震荡耳蜗中的液体，内耳毛细胞会因受到
过度刺激而死亡，久而久之，听力就会受到损伤。

应该怎样正确戴耳机？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

宋江顺：在环境嘈杂的时候，要听清耳机里的声音，需要
在环境音的基础上增加6分贝。所以，如果在地铁或者公
交上听歌，很多人会不由自主调高音量盖过噪音，此时耳
机里的分贝等级起码在86分贝以上。这时候你觉得刚刚
好，但其实已经不行了！那么，怎样正确戴耳机呢？

1、减少耳机使用时间，严格遵循“60-60”原则。
所谓“60-60”原

则是指一种国际公认
的保护听力的方法，
即：使用耳机时，音量

一般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能调至更低最好；连续使
用耳机的时间则不宜超过 60分钟。成人每天戴耳机不
要超过3~4小时，未成年人不超过2小时，并且每次佩戴
耳机30~40分钟后，就要让耳朵得到充分休息。

2、千万别戴着耳机睡觉。
睡觉过程中姿势难以掌控，在造成噪声伤害的同时

也容易压迫耳机，给脆弱的耳朵带来物理伤害。
3、不要在嘈杂的环境中听音乐。
当你发现在嘈杂环境中音量调大到60%的时候还听

不清那就该摘下耳机了，再接着听只会损伤耳朵。
4、使用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
尽量用耳罩式耳机；尽量在安静的环境下使用耳

机；尽量用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因为主动降噪耳机可
以减少听音乐时的噪音影响，从另一方面帮助我们降低
耳机音量。

10道题自测听力损失
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因此早

期当事人不易察觉到，通常是周围人发现的。为此，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耳聋和其他沟通障碍研究
所列出了“察觉听力损失的 10道是非题”，只要有超过 3
道题的答案为“是”，就该到医院进一步诊断。

1.打电话时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
2.若两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听不清楚导致

沟通困难？
3.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过大？
4.与他人沟通时，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
5.当周围环境有噪音时，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
6.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再说一遍”？
7.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或听起来很不清晰？
8.是否常误解别人说的话，且回应他人时常文不对题？
9.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时，是否常常觉得困难？
10.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
揉压三穴，护牢听力
黑龙江省名中医于景献：这里教大家一套穴位按摩

法，对于听力不佳、耳鸣、耳聋有直接效果。
翳风穴。在耳垂后方，耳后高骨（乳突）与下颌角之

间的凹陷处，此穴可祛风泄热、通利耳窍，对重听、耳痛
有缓解作用。具体方法是：用食指指压，手掌拖住面颊，
再以食指用力反复按摩。

听会穴。听力的形成靠外部声音传递，是一个以外
入内、从阳入阴的过程，它要求耳部气血遵循规则并与
此同步，外部声音带来的信息才能传达到大脑。听会穴
（耳屏切迹的前方，下颌骨髁状突的后缘）善治神经性耳
鸣、突发性耳聋，按摩时用手指指腹往下压，可作圈状按
揉，每日三次，每次至少3分钟，感觉到胀痛感即可停止。

听宫穴。张口时耳屏前凹陷的地方即为听宫穴，它
可治疗耳朵各种疾患，善治各脏器火旺导致的耳鸣、重
音。具体方法：双手大拇指同时按摩穴位，半分钟后感
觉到酸胀感即可停止。

（人民健康网综合自生命时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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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年初，我县警方运用大数
据导侦机制，深挖犯罪链条，梳理出了“9.18”
案件犯罪线索，成立专案组，瞄准主攻方向、
埋头苦干，深挖细查，跨越八省二十余地市、
行程数万公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明确了制
售假窝点、销售网络和资金流向，掌握了犯罪
团伙关系网络。11月29日，该案被公安部列
为部督案件。

经过100余天昼夜攻坚、数次对接，2019
年 4月 3日，在部局和省厅经侦总队支持下，
在滁州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的协助下，专案组
与天津宝坻、保定、河北廊坊等地经侦部门捆

绑作战，共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7名，捣毁存
储窝点12处及洗钱窝点、假发票窝点各1处，
查获假冒“合力”品牌叉车 24 台及用于作案
的假身份证 5张、银行卡 30余张，假发票、假
合格证、假铭牌 300 余套，涉案假叉车金额
3000 余万元，通过进一步深挖扩线，又发现
200余名受害人，300余台假冒“合力”叉车。

4 月 22 日，省公安厅电贺我局侦办的滁
州“9.18”特大假合力牌叉车案集群战役成功
收网，摧毁了一个长期盘踞在京津冀一带以
制售假冒“合力”等品牌叉车为业，涉及制售
假发票和洗钱的特大犯罪网络。 （王晓丹）

我县成功侦破“9.18”制造假叉车案

本报讯 “父母离婚了，未成年子女由谁抚养？青少年
应远离四种人和三种场所……”这是来安律师在蝴蝶公园
为“法律援助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做专项宣传。

近年来，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护航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县司法局积极回应时需，多措并举，努力搭建未成年
人法律援助服务平台。截止2019年8月底，累计为未成年人
提供刑事辩护 5件，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婚姻家庭纠纷、抚
养费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民事案件18件。

强化法治宣传，提升知晓度。结合三八妇女节、六一儿
童节、反家庭暴力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律师、公证员等
法律援助志愿者，在广场、公园等人流量大的场所开展专题
法治宣传；联合教育部门，开展“送法进校园”、“法治进课
堂”活动，培养青少年权利义务意识，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
护能力；利用“来安法律援助”微信公众号平台，定期发布未
成年人保护相关政策法规，营造浓厚氛围。截至目前，已开
展专题法治宣传活动15场次，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

注重工作实效，建立“四及时”制度。对于案情简单、事
实清楚，通过电话、来访等方式咨询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案
件，在第一时间答复受援人；对于案情复杂，一时无法给出
确定的回复的，做好相关受援人案件信息记录，留下联系方
式，上报研究后再及时回复受援人；对于争议不大的案件，

征求未成年人代理人同意，通知镇、村两级援助站、室，及时
给予调处结案，减轻受援人诉累；对无法调解的，只要符合
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受理和指派手续，全力维护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

开通“绿色通道”，组建维权律师团。开通未成年人维
权“绿色通道”，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推行优先受理、审
批、指派的“三优先”服务，确保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在全
县律师中挑选专业水平高、热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熟悉未
成年人身心特点的 10名律师，组成专业化未成年人维权律
师团。对疑难复杂、影响较大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及
时组织律师团队集体研讨论证，争取让未成年被告人得到
最大限度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充分维护其合法权益。

注重案件监管，提升服务满意度。严格规范未成年人
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对案件申请、审查、审批、受理、指派、承
办等每一个环节，实行全程跟踪监督，做到事实了解和全面
掌握情况；对疑难复杂、影响较大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
件，及时组织律师团队集体研讨论证，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
指导；加强与法院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对未成年人法律
援助案件实行“案件必跟踪、庭审必旁听、援后必回访、质量
必评查”的“四必”原则，对办案环节进行严格监督，确保案
件办理质量，提升服务满意度。 （李 丽）

县司法局积极搭建未成年人维权平台

本报讯 近期，汊河派出所全面落
实“践行新时命、忠城保大庆”安保工作
措施，联合镇综治中心，加大巡防力量投
放，积极开展清查、盘查工作，强力打击、
全面防范街面、居民区“两抢一盗”等影
响群众安全感、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案
件发生。

9 月 10 日凌晨，汊河派出所夜巡民
警带领综治专干按照统一安排，在辖区
开发新村桥北路开展巡逻防控任务。1
时 40分许，巡逻组发现一名男子骑着一
辆无牌照摩托车，东张西望，鬼鬼祟祟，

行迹十分可疑。民警迅速将其控制并盘
问，嫌疑人始终支支吾吾、言辞闪烁。民
警在其身上和摩托车车斗内发现大量作
案工具及电动车电瓶 4 只，遂依法将其
带回派出所核查。经调查，嫌疑人曹某
（男，47岁，安徽省阜南县人）有盗窃电缆
和入室盗窃前科。经讯问，曹某如实供
述了自 2019 年 7 月以来，多次从南京江
北新区窜至汊河镇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犯
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曹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王夕华）

汊河派出所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

本报讯 县司法局从群众需求入手，以做大做强做优法律
援助民生工程为目标，不断提升法律援助工作质效，让老百姓
切实感受到法律援助的温度。

一是密织服务网，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县、
镇（乡）、村（社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形成“中
心-站-室”法律援助三级响应和服务网，并在各个站点明确了
法律援助联络员，真正将法律援助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完善
法院、看守所、交警队等1近10个专业性法律援助工作站，遴选
出12名律师轮流值班，提供专业性法律解答。开通“12348”法
律援助热线电话，并依托“来安法律援助”微信公众号设立网上
法律援助服务平台，实现“一站通”“一线通”“一网通”。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知晓率。坚持将法律援
助宣传工作融入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
区矫正工作过程中，注重在开展司法行政工作中宣传法律援

助，发挥职能优势，形成系统合力。利用“3.8”“3.15”“12.4”等
重要时间节点，结合法律六进、江淮普法行等活动，组织社会律
师、公证员、法律援助志愿者进村庄、进社区、进企业，开展法律
援助民生工程宣传，现场解答群众咨询、发放宣传单页，让群众
了解法律援助相应范围和申请流程，扩大知晓率。

三是提升满意度，力求全面细致精准。实行一系列便民利
民措施，开通“绿色通道”、特殊案件上门服务、降低援助门槛、
简化办理程序，做到应援尽援。规范办案流程，严把案件受理、
指派、审查“三个关口”，加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监督”。开
展庭审旁听、案件质量评估和案件回访，征求公诉人、承办法官
和受援人意见建议，及时掌握律师办案情况和群众满意度，建
立全程化监管机制，发现问题的，及时向承办人通报，限期整改
或进入投诉处理程序，“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李 丽）

县司法局做优做实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本报讯 近日，大英镇组织
部分单位走进大英中心小学，为
在校师生进行了一次“法治进校
园”专题讲座。

活动现场，志愿者采用幽默
诙谐的语言与同学们开展互动，
为学生讲解了如何提升自我防
范意识、反对校园暴力、反恐反
邪及交通安全等方面的知识，讲
解了《青少年宪法读本》、《宪法
宣誓本》等相关法律法规，鼓励
同学们要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加强学习和运用，争做一名学
法、知法、懂法的好孩子。通过
宣传，进一步提高了辖区学校师
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受到了广大
师生的一致好评。此次法治教
育专题讲座，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余份，接受咨询10余次，使同
学们更好地认识青少年的犯罪心
理，加深了同学们对社会的了解，
促进了同学们遵纪守法良好习惯
的养成，有力推动了平安校园的
创建工作。 （纪云靓 凌 朝）

大英镇法治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
施条例》，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县司
法局坚持“五化”，确保在办理行政复议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
段都能最大程度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切实有效提升行政
复议公信力，全面推动行政复议工作再上新台阶，助力法治政府
建设。

一是坚持行政复议化解争议多元化。致力于把行政争议化
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程序中，切实加强沟通
协调。为此，在办案过程中，承办人员认真落实《行政复议法实
施条例》规定的和解、调解制度，就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和疑问，依
法依理认真做好法律分析、积极开展和解、调解工作，使当事人
胜败皆服。

二是坚持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程序化。根据行政复议案件办
理程序，相应制作了《行政复议案件受理（不予受理）审批表》、

《行政复议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行政复议案件集体讨论记
录》、《行政复议决定审批表》等办案文书；在行政复议案件受理、
调查、审核、决定等环节，实行办案人员提出意见、分管领导初
审、主要领导审核和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化办理模式，通过层层
把关、严格审查，有效降低了行政风险、提高了办案质量。

三是坚持行政复议决定重在说理化。以行政复议为抓手，
促进定纷止争。为此，案件承办人在文书制作上，坚持“重在说

理多一点”，即在制发的行政复议决定文书中增加说理篇幅，主
要围绕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处罚程序是否
合法、调查的实事是否清楚、证据采信是否合规、处罚内容是否
适当等内容，对申请人的意见和被申请人意见进行说理式解答，
使行政复议当事人清楚地了解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以及审理意
见形成的前因后果，充分体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
案件审理原则，达到依法明理、以理服人的效果，实现案结事了
的目的。

四是坚持行政复议决定网上公开化。承办人员将已办结的
行政复议案件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在依法送达当事人的同时，除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在县政府门户网站进行
公布，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进一步规范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截
止目前，我局已将今年办结的行政复议案件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均在县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开。

五是加强行政复议案卷管理规范化。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之日起，案件承办人即开始做好立卷准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系统整理有关文书(包括笔录、证据、调查材料等)；行政复议案
件办结后，案件承办人整理全部材料，进行立卷，严格执行行政
复议案件案卷管理的各项规定，全面收集行政复议案件归档材
料，行政复议案件档案封面样式符合文书档案管理有关规定，确
保案卷材料完整规范。 （李云楼）

县司法局全面推动行政复议工作再上新台阶

近日，县城管执法大队组织执法人
员50余名，重点对中央大街临时市场非
法占道（出店）经营以及店外乱堆乱放等
违规现象进行了集中专项整治。

此次行动，共清理市场占道经营、乱
摆摊设点 40 余处；暂扣经营物品用具
180余件；清理市场周边乱堆乱放30余
处；拆除破损广告5块。下一步，城管执
法大队将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监管，在该
路段安排专人值守并开展巡查，确保出
店经营、占道经营现象不反弹。

县城管执法局

城管大队重拳出击 整治中央大街临时市场

新生宝宝的降临给家庭带
来无限喜悦，孩子的每个小动
作都牵动着全家人的神经。细
心的父母会发现，萌萌的小婴儿睡觉时趴
着居多，即便给他翻过来，没多久自己就又
翻过去趴着睡了。在大人看来，趴着睡似
乎并不舒服，可对于小婴儿来说，这种睡姿
会让他们很安心。

0~3个月内的宝宝，喜欢趴着睡更多的
是一种原始反射。还是胎儿时的他们，在
妈妈子宫羊水中的姿势就是背部朝外，身
体蜷缩着，这种睡觉姿势是宝宝最自然的
自我保护方式，这时的他们最为放松，也最
有安全感。所以，即便是大人看起来很难
受的趴着睡，宝宝依然能睡得很香，不容易
被惊醒。同时，趴着睡有助鼻咽气道变大，
使呼吸更加通畅，还能减低腹胀感，肚子更
舒服，因而这个阶段的宝宝喜欢趴着睡
觉。3 个月以上的宝宝，如果还喜欢趴着

睡，就可能是习惯问题。因为趴着睡四肢
有着地感，能够缓解宝宝的紧张情绪，使他
们内心更踏实，就像在母体中的感觉一样。

宝宝趴着睡好不好，这个问题要区别
对待：第一，3个月以内的宝宝，趴着睡可以
提升睡眠质量，促进脑部发育，预防吐奶。
但这个阶段的宝宝，由于颈部力量不足，不
能灵活转动自己的头部，口鼻容易被毛巾、
枕头等物品堵住，有引起窒息的风险。所
以，宝宝需要在家长看着的情况下才能趴
着睡。第二，3~7 个月的宝宝，趴着睡觉可
以锻炼颈部和背部的肌肉，促进大运动发
育，也可提高呼吸能力。但此阶段的宝宝
翻身不是很灵活，有可能翻过去却翻不回
来，家长需要隔一小段时间帮宝宝调整一
下睡姿。第三，7个月~1岁的宝宝已经可以
灵活翻爬坐站了，趴着睡的危险逐渐变小，

如果趴着能睡得更好，家长没
必要过多干预。但需要创造
安全的“就寝环境”，宝宝睡觉

时，头边不能有过于软和多的被褥，以免引
起呼吸不畅。

需要提醒的是，呼吸道上气道梗阻、胃
食管逆流、肠绞痛、微量元素血钙的缺乏、斜
颈等问题也会让宝宝喜欢趴着睡，家长要注
意鉴别，看趴着睡的同时有没有身体上的其
他不适，如果有，及时就医。

（生命时报）

小宝宝趴着睡，安心促发育

很多减肥的朋友都
会以水果代餐，有人连吃
几个火龙果后，上厕所时
发现自己的尿液呈红色，以为自己尿血了。

一、什么原因造成的“尿血”？
这种情况并非真正“尿血”，而是因为

吃了红心火龙果所造成的“假尿血”，也叫
“甜菜红尿”。原来，红心火龙果中含有一
种叫“甜菜红素”的天然色素，甜菜红素本
身不易被分解吸收，会随着尿液和大便被
排泄出来。出现这种情况时，大可不必紧
张，多喝点水、多解几次小便后，尿液的颜
色就会恢复正常。

二、甜菜红素有什么作用？
1.医用价值。甜菜红素具有抗氧化、预

防肿瘤、降低血脂、减缓肌肉疲劳等药用价
值。甜菜红素在离体条件下具有很强的抗
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能够预防癌症
和恶性肿瘤。

2.食品加工。甜菜色素是一种天然色
素，安全无毒害，可用于食品的着色。我国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GB2760—81）批
准甜菜红素可作为食用色素，并规定“能用
于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三、甜菜红素就是花青素吗？
因为甜菜红素的色泽与花青素很相

似，所以有些人会误认为火龙果中的甜菜

红素就是花青素。其实它们的化学结构截
然不同，是两种不同的色素成分。甜菜红
素与花青素存在互相排斥性，二者一般不
能存在于同一种被子植物中。

甜菜色素只存在于白火龙果的外皮，
而红心火龙果的果肉和果皮中都有甜菜色
素。此外，甜菜根、盐地碱蓬、苋菜、商陆、
紫茉莉中也有甜菜色素。

花青素有二十多种类型，常以糖苷（花
色苷）的形式存在于植物细胞中，如茄子皮
的紫色、西瓜的红色、葡萄的紫红色等都是
花青素的功劳。

四、还有那些色素会影响身体颜色？
叶绿素：当摄入过多的绿色蔬菜时，体

内会含有大量的叶绿素和纤维素。这时，
大便可能会呈现为绿色。

类胡萝卜素：由于类胡萝卜素是脂溶
性色素，不溶于水，过量食用后很难从消化
道完全排泄出来，因此皮肤会发黄。柑橘、
胡萝卜等都含有类胡萝卜素。

五、植物色素对人体有什么影响？
这些天然植物色素（叶绿色、类胡萝卜

素、花青素和甜菜色素）具有一定的生物活
性，不但对人体无害，还有助于身体健康：

甜菜色素可以抗氧化、清
除自由基、抗疲劳等；花
青素具有抗氧化、防止皮

肤皱纹生成、改善视力等作用；叶绿素具有
促进造血、活化细胞、抗菌消炎、抗溃疡、保
护肝脏、抗诱变活性等作用；类胡萝卜素能
够减少老年性前列腺症和老年性视网膜黄
斑变性，是生物体内氧化自由基的清除剂，
有助于防止细胞的氧化损伤。

六、天然色素还有哪些？
1.四吡咯色素：包括肉类里面的血红素和

绿色蔬菜里的叶绿素等。其特点是善于捕捉
和传递光能，也喜欢“笼络”一些金属离子。

2.类胡萝卜素：包括黄色、橙黄色、红色
等一系列色素。如胡萝卜、柑橘、芒果、南
瓜等食品中的胡萝卜素，西瓜、番茄和血橙
里的番茄红素，叶黄素、玉米黄素、柑橘黄
素、辣椒红素、虾青素等都属于这一类。

3.多酚类色素：包括花青素和其他类黄酮
色素，如黄酮。花青素是个大家族，包括紫红
色、紫色、蓝紫色、紫黑色等色调。黄酮类则
是从无色到黄色的色调，通常颜色较浅。

4.甜菜色素：包括甜菜红素和甜菜黄素
等。甜菜红素并不罕见，红甜菜头、牛皮菜
（叶用甜菜）、红苋菜、红心火龙果等这些食
物所呈现出的玫红色调就是因为甜菜红素。

（生命时报）

为什么吃完红心火龙果会“尿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