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生活压力的大幅增加，猝
死的消息时有耳闻，扼腕叹息的同
时，诧异和不解也常萦绕在脑海，难
道人在猝死前真的没有一点迹象
吗？其实并不是。猝死虽事发突
然，但也有迹可循。

为更好地保障健康和预防意
外，我们要积极响应身体的提示，结
合自己的身体状况，认真总结分析，
找出适合自己的健康规律。也只有
这样总结的规律，才能真正意义上
转化成健康的行动。

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或不适，
经过休息和适当的调理后很快消
失，就不用太在意；对于出现的一些
超强度或长时间持续的症状，则要

高度警惕。特别要注意以下情况：
① 持续疲劳，休息不能缓解。
② 持续疼痛难忍。
③ 持续咳嗽而无明确原因。
④ 长期易感染。
⑤ 身体某部位肿块或淋巴结肿

大，抗炎治疗不缩小反增大。
⑥ 身体长期消瘦。
⑦ 心里异常烦躁不安及其他严

重情绪反应等超出正常的表现。
身体出现的超常信号常常预示着

危重疾病的发生。很多猝死者在生前
身体出现过超常信号，但是本人没有
注意。这提示我们要认真对待身体发
出的健康提示信号，身体一旦出现超
常信号，就要尽早检查自己的健康状

况，生命是否承受着超负荷的运转，
身心是否受到超强健康危害，行为
方式是否影响着健康，人体的防御
体系是否出现故障等等。关注自己
的身体状况，准确找出心理行为等
存在的问题及健康危害因素，有针
对性地采取科学的健康行动。

时间就是生命。积极响应身体
的提示，采取健康行动，在不能对提
示信息做出正确合理的反应时，要
积极主动寻求专业机构帮助，适当
调理，积极治疗，或改变自身的一些
不良行为，或远离各种可能有害健
康的因素等，养成适合自身的健身
方式，保障健康。

□ 科普中国

猝死离我们有多远猝死离我们有多远？？
这些迹象是身体在求救这些迹象是身体在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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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我们每个人停泊的港湾、
生活的动力、幸福的基础，当前处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我们应怎
样守护家庭健康，让疾控君来告诉你。

1.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聚集性活
动，不串门，不聚餐，劝阻亲朋好友上
门访问。

2.常开窗，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
流通。

3.要讲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洗
澡、勤换衣物；外套、被褥经常晾晒。

4.生熟食品分开存放和加工，肉
蛋类食品要烧熟煮透。

5.要做好日常家庭清洁与消毒：
对门把手、手机屏幕、马桶坐垫等重点
部位用 75%乙醇或含氯消毒液擦拭
消毒。

6.要避免可能的飞沫和接触传
播：不要共用个人生活用品；如家中出
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人员，应戴口罩、
采取分餐制、避免近距离接触；咳嗽、
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肘弯曲遮掩口
鼻，及时清洗双手。

7.树立健康生活方式：均衡营养，
适量运动，规律作息，戒烟限酒，保持
心情开朗。

8.要密切关注家庭成员健康状
况：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
咳嗽、气促等症状，应自觉避免接触他
人，佩戴口罩后尽快到就近的发热门
诊就诊。

9.家用中央空调在家里没有肺炎
病人的情况下，是不会传播肺炎的，可
以正常使用。

10. 家 用 新 风 系 统 可 以 正 常 使
用。不过疾控君还是要提醒大家，新
风系统的通风效果没有直接开窗通风
效果好哦。

□□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守护家庭健康，这几点你做到了吗？

筑牢三岛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一、上海老杜食品有限公司
1.岗位名称：品控专员 2人
条件：30-48 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要求：熟悉质量安全管理的相关
法律法规，熟悉质量管理体系；熟悉研
发、生产以及销售环节的质量控制；具
备较强的质量管理能力和处理能力。
待遇：月收入 3000-5000元。

2.岗位名称：财务总监 1人
条件：30-55 岁，本科及以上学

历。要求：财务类、金融投资类、管理
类相关专业，拥有中级会计资格证，8
年以上工作经历，2 年以上同等岗位
管 理 经 验 。 待 遇 ：月 收 入 12000-
18000元。

二、上海嘉仕久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岗位名称：金相检验员 1人
条件：25-40 岁，高中及以上学

历。要求：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熟练使
用计算机，能看懂机械零件图纸者优
先。待遇：月收入 3000-4000元。

2.岗位名称：电工 2人
条件：25-45 岁，高中及以上学

历。要求：受过相关专业培训；熟悉
高低压电气布线、维修。能看懂电气
图纸，二年以上工作经验、持有高低

电压电工证；熟悉安全用电有关规
定，具备电工实操能力；身体健康，无
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工种的疾病
和 生 理 缺 陷 。 待 遇 ：月 收 入 4000-
5500 元。

三、上海盛源幼儿园
1.岗位名称：保健教师 1人
条件：22-35 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要求：持有保健老师资格证书，有
爱心、责任心及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
团队合作精神，认真的工作态度。待
遇：月收入 4000-5000元。

2.岗位名称：英语教师 3人
条件：22-35 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要求：持有教师资格证书，英语四
级及以上，热爱儿童培训教育行业，性
格活泼开朗；富有亲和力，英语口语纯
正流利，有英语、学前教育或教育相关
专业优先，有教学经验者优先，女性为
佳。待遇：月收入 5000-6000元。

更多招聘信息及报名方式请登录
“上海人社”APP或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官网下属“公共招聘”栏目

（http://rsj.sh.gov.cn/zp/zyjs/index.
shtml），额满为止。

体内湿气重，这是很多亚健康
人群大多存在的问题。如果体内湿
气过重的话，容易引起疲倦、食欲不
振等一系列不适症状。那么，我们
该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体内湿气过
重呢？

体内湿气重的症状
1.早上起床的时候比较乏力，

会感觉特别疲劳，特别是头部，会有

浑身无力感。
2.在如厕方面，大便不容易成形，

经常黏在马桶上冲不掉。
3.舌苔薄白是干湿的症状，舌苔

厚腻是体内有寒气的表现。

体内湿气重怎么调理
食疗法 众所周知，食疗法虽然

见效比较慢，周期比较长，但是长期
坚持下来是非常有效的。常吃薏米，

可以达到祛除体内湿气的功效。
薏米山药粥是不错的食疗方法，适
合长期食用。

拔罐法 拔罐可以起到舒筋活
络，驱寒祛湿的功效，从而排出体
内湿气，这是一种中医上的治疗方
法。通过对经络上的疏通，来实现
人体内的阴阳平衡，活血气。拔罐
最好是到正规场所让专业的技师
来操作，因为有一定的烫伤危险。

运动法 一般来说，不喜欢运动
的人，体内堆积的湿气会比较多。运
动可以帮助促进体内湿气的排出，在
坚持运动出汗后，不仅可以提升体内
器官功能，增强人体免疫力，也能够
改善人体内的新陈代谢，一些湿气就
会随之代谢出去，从而达到祛除体内
湿气的功效。

改变生活习惯 很多时候，体内
湿气也有可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
惯造成的，比如说睡觉贪凉、穿衣服
不注意保暖等等，都给湿气侵入体
内带来了机会，久而久之，就会在人
体内淤积湿气，造成湿气过重，而引
发一些不适的症状，甚至带来疾病
的威胁。因此，在生活中要改变不
良的生活习惯。 □□ 生活百科网生活百科网

体内湿气重怎么办？

（上接 1版）于今年 7 月 1 日完工。
李政指出，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做
好防汛抢险物资储备，完善防汛抢
险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李政在横沙乡，实地察看横沙
红星河整治及反帝圩泵闸新建工
程、横沙东滩防汛准备工作。李政
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科学统筹调度，做好险情灾情协调
处置和应急抢险救援准备。在建工
程要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防汛抢
险预案，突出人员转移安置环节，扎
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保质
保量抓紧建设，确保明年汛期前如

期完工运行，进一步增强横沙岛防汛
防台能力，切实筑牢崇明三岛防汛防
台安全防线。

7 月 6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缪京
来到体育路嘉年花苑小区路段、江山
新村和育麟花苑，实地察看路段、小区
积水排涝情况，听取防汛防台平台运
行情况汇报。由于历史原因，上述路
段和小区的地下管网基础设施薄弱，
遇到连续大到暴雨，排水不畅，易引发
积水，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出行造成
不便。

缪京仔细察看和了解排涝情况，
指出当前本区仍处在梅雨期，雨势较

强，防汛工作一刻不可放松。要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加自觉
地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贯彻到防汛工作各
个方面。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层
层压实责任，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
化，及时排除处置风险隐患，落实落
细各项工作。要加强气象预警预测
和防汛预排预防准备，强化科学规
划，推进完善防汛管网建设，尽早还
清历史欠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城市平稳安全运行。

区委常委、副区长郑益川参加
防汛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