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零食就嘴馋，是我命中缺
奶茶吗？”这是最近的一句网络流行
语，调侃的是那些明明肚子不饿，但
就是想吃点儿小零食、点杯甜奶茶，
而且吃不到嘴里决不罢休的人。其
实嘴馋、产生食欲的原因大部分都
是心理因素。

肚子空空，脸色不会好看。相
反的，吃饱喝足之后就会露出开心
满意的神情。

因为“胃是表现情绪的器官”、
“胃是心情的晴雨表”，即便胃躲在
身体里看不见，但它也是有“表情”
的。胃的饱腹感代表了我们心理上
的满足感，当一个人压力大、焦虑
时，他的情绪就需要被支持、安慰、
理解和接纳。而如果当下没有朋
友、亲人或是适宜的环境等去帮助
疏解情绪时，他就很可能会靠吃东
西来消化这些不良情绪。

精神医学专家表示，不管是暴
饮暴食，还是厌食不吃，都是一种情
绪的释放。当人嘴馋，在使劲儿吃
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安全感，会感觉
填满胃、填满嘴的过程就是在填满
心灵、填满空虚、缓解焦虑的过程。

“像冰激凌、糖、蛋糕这些甜食，除了
容易带来饱腹感之外，还能激活大
脑的神经中枢，带来内啡肽效应，即
消除痛苦的同时，在人体内制造类
似于快乐、幸福的感觉，让人情绪好
一些、也愉快一些。”

“想吃什么就是身体缺什么！”
生活中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而
更有了大吃一顿的理由。其实这种
说法很片面。

“当身体中缺乏某种营养物质
时，确实会发出一些信号。但是当
暴饮暴食、嘴馋已经成为了一种习
惯，那么当想吃某些食物的信号产

生了，可能并不是身体所需要的，而
是习惯让它发生的。”医学专家解释
道，这其实涉及到意志力控制与代谢
平衡的问题。“想要去吃某个东西，并
不是出于体内营养的需要，而是来源
于欲望、心理焦虑，是一种习惯性、冲
动性的行为。”

现在还有一类人更需要注意食欲
问题。这类人总在为了减肥、瘦身而
节食，可同时对美好的食物又有着巨
大的欲望。面对“吃还是不吃”的矛盾
心理、紧张情绪，反而会让人变得更想
吃东西。

“过度节制饮食会带来突然的暴
食，因为欲望被过多地控制了，过度节
制肯定会有一个反弹。”医学专家认
为，身体总是需要食物的，但如果长期
不能满足身体本身的需要，必然会触

底反弹，产生暴饮暴食。因此，控制欲
望应该是一个缓慢减少的过程，而不
是极度地节制。

不要小瞧“嘴馋”的问题，它的背
后往往伴有许多的焦虑、压力等心理
原因。这种精神心理原因导致的嘴
馋，不妨找专业心理咨询师寻求解决
方法，不要一味放纵食欲，甚至发展
成身体疾病与精神障碍同时共存的
状态。

人人都会有嘴馋的时候，也都会
有看到某种食物就特别想吃的情况。
我们当然可以时不时“嘴馋”，但一定
要注意饮食方法，不要养成“贪食”的
习惯。对此，医学专家建议，少去超市

买零食，也不要在家里储存零食。
“适当地回避零食多的场景，能帮助
避免诱发、触发吃零食的欲望。如
果实在想吃零食，可以吃一些低热
量的、吃很长时间才吃掉了一点点
的食物，这样满足食欲的时间也会
长一些。”也不妨找其他食物来替代
特别想吃的零食，最简单的就可以
嚼嚼口香糖。

除此之外，还可采取注意力转
移法。想吃零食时，可以试着投入
工作、去听听音乐、出门运动等方式
来替代。不过转移注意力也要控制
力度，并不是说不吃零食转而就要
去买买买，这样就会变成另一种欲
望了。欲望的满足应该循序渐进
地、一点一点地进行。

嘴馋是在释放情绪嘴馋是在释放情绪

控制嘴馋和欲望较量控制嘴馋和欲望较量

难办难办！！看见零食就嘴馋看见零食就嘴馋

食欲与缺营养没关系食欲与缺营养没关系

□ 健康时报

（上接1版）

美化的是环境，受益的是百姓。
绿意中，有好风景也有新经济。

眼 下 正 值 翠 冠 梨 的 上 市 季 ，走
进合中村的翠冠梨种植基地，饱满
的梨子挂在树上，压弯了树枝，村民
倪锡明正在采摘。每年这时候，是
他最开心的时候，他能增加打工收
入 3000 元。

“ 我 们 的 翠 冠 梨 水 分 足 、甜 度
高，很受欢迎。”龚汉超说，这 120 余
亩翠冠梨种植基地，是村里的品牌

特色农业，其中有一部分种梨的是
村里的百姓。起初，老百姓没有专
业种植技能，对于翠冠梨能不能种
好、是不是能卖个好价、有没有销路
等问题十分担忧。

为了让村民种出质高价优的翠
冠梨，村里为他们提供了种植前后的

“一条龙”服务，请来专家指导种植技
术，还传授品牌打造、销售渠道等方
面的经验。如今，村里的翠冠梨年产
值突破 60 万元。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提高百
姓收入。只有产业兴旺，老百姓的收
入才能稳定增长。”龚汉超说，除了翠
冠梨，西红花也是合中村的重要经济

作物，自上世纪 80 年代引进村后，至
今村里有三四十户人家，将西红花种
植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庙镇有全
国最大的西红花人工种植基地，利用
这一优势，我们村积极推动西红花生
产，种植西红花 30 多亩，年产值 120
万元左右，促进农民增收。”

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经济的同
时，合中村于 2017 年成功引进崇明
首家开心农场——香朵开心农场，这
个集休闲旅游、住宿餐饮、农耕体验、
亲子教育为一体的休闲去处，将生态
农业和休闲旅游业完美融合，吸引了
一波又一波岛外游客前来打卡。

香朵农场的建造和发展，还带动

了当地村民增收。通过租赁村民的
闲置房屋，为签约农户带来房屋租金
年收入 37 万元；通过农事体验活动，
使农户每年增加土地流转收入；提供
厨师、饲养员、服务员等就业岗位，为
村民提供就业机会，企业年劳务支出
240 万元左右。

“香朵农场长期聘用附近村民，
他们全是农村剩余劳力。”今年 57 岁
的刘亚萍，是合中村的村民，2018 年
年初，她加入香朵开心农场，成了一
名服务员。原本在家务农，收入不
高，去农场工作后，她每月能有三千
多元的工资，别提多高兴了，“真没想
到，现在的日子这么开心。”

绿意中有好风景也有新经济

特色产业为民增收

生气后如何
尽快平静下来

（上接1版）缪京要求区绿化市容
局、农业农村委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的
指导和监督，严格落实好垃圾分类收
集、运输、处置责任。要加强网格巡查
监督力度，加强执法力度，通过严格执
法督促《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
到实处，在崇明形成全民垃圾分类的
新时尚。缪京同时表示，“迎花博、治
五棚”是乡村振兴的需要，也是人居环
境整治的需要，更是办好第十届中国
花博会的需要。拆五棚、清垃圾，以更
美环境喜迎各方贵宾，是实现“花开中
国梦”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要不折不扣
落实到位。

下阶段，区绿化市容局将联合各
乡镇、有关部门在全区开展类似问题
排查，抓紧整改，并与区城管执法局联
合开展执法行动，对发现的乱填埋问
题，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确保辖区内
垃圾无乱填埋、乱堆放现象。

当天的夏令热线，还就横沙2路公
交车与横沙码头客轮班次时间衔接不
畅，长兴人民医院未开诊，白新公路星
村公路加装红绿灯等问题与市民连线。

缪京表示，要全盘考虑、统筹规划
三岛交通，进一步优化交通组织，方便
老百姓出行。就医方面，区委区政府始
终高度重视这一民生问题，通过提升硬
件设施、引进医疗专家，与市三级医院
开展合作，持续推动本区医疗服务水平
和质量的提升，努力让崇明老百姓看病
不出岛，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

“非常感谢大家的来电，让我们了
解到自身不足。对于今天回应的问
题，欢迎大家继续监督；对于遗留的问
题，我们会继续抓紧，努力解决好。”缪
京说。

以“民声”促民生

一、精神消气：
1.回避：立即离开让你生气的现

场和惹你生气的人，找个清静的地方
安静一会儿。

2.倾诉或哭：如果你感到非常悲
伤，可以放声大哭一场。也可以找知
心朋友或信赖的人诉说内心的不平和
痛苦，从中获得安慰。

3.娱乐：听听音乐，唱唱歌，玩会
游戏，下下棋。

二、运动消气：
生气后可以加强运动以消气。如

打球，跑步，参加重体力劳动。
也可以大喊大叫，捶胸，跺脚，打

枕头，捶沙发等发泄以消气。
三、食物消气：
1.白萝卜：生吃萝卜或喝萝卜汤，

白萝卜有顺气健胃，清热化痰降脂，亦
可用白萝卜籽煎水服，对气郁上火有
较好疗效。

2.陈皮（橘皮）：泡水当茶饮服。
陈皮有顺气化痰功效，生气时可泡水
服用，有消气之效。

3.金橘：金橘有理气，解郁，化痰
等功能，可治胸闷郁结，食滞纳呆，醉
酒等。 □ 生活百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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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6版）
薪资待遇薪资待遇：：年收入年收入 99 万左右万左右（（含五含五

险一金险一金）。）。
1414..前厅接待员前厅接待员（（若干名若干名））
年 龄年 龄 3535 周 岁 以 下周 岁 以 下 ，，男 性 身 高男 性 身 高

170170cmcm 以上以上，，女性身高女性身高 160160cmcm 以上以上，，大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及以上学历。。品貌端正品貌端正，，具有良好具有良好
的服务意识的服务意识，，团队协作精神以及较强团队协作精神以及较强
的沟通的沟通、、协调和应变能力协调和应变能力；；能熟练使用能熟练使用
电脑电脑；；有同岗位工作经验有同岗位工作经验、、良好的英文良好的英文
沟通能力者优先考虑沟通能力者优先考虑。。

薪资待遇薪资待遇：：年收入年收入 99 万左右万左右（（含五含五
险一金险一金）。）。

1515..餐厅服务员餐厅服务员（（若干名若干名））
年龄年龄 3535 周岁以下周岁以下，，身高身高 160160cmcm 以以

上上，，职高及以上学历职高及以上学历，，形象好形象好、、气质佳气质佳，，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爱岗敬业爱岗敬业，，有相关工作经验有相关工作经验
者优先考虑者优先考虑。。

薪资待遇薪资待遇：：年收入年收入 88 万左右万左右（（含五含五

险一金险一金）。）。
1616..厨师厨师（（若干名若干名））
年龄年龄 4545 周岁以下周岁以下，，职高及以上职高及以上

学历学历，，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爱岗敬业爱岗敬业，，有相关工有相关工
作经验作经验，，具有相应技能证书者优先具有相应技能证书者优先
考虑考虑。。

薪资待遇薪资待遇：：年收入年收入 1010--1212万万（（含五含五
险一金险一金）。）。

1717..点心师点心师（（若干名若干名））
年龄在年龄在 5050 周岁以下周岁以下，，男女不限男女不限，，

职高及以上学历职高及以上学历，，肯吃苦能奉献肯吃苦能奉献，，有相有相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薪资待遇薪资待遇：：年收入年收入 1010 万左右万左右（（含含
五险一金五险一金）。）。

1818..客房服务员客房服务员（（若干名若干名））
年龄年龄 4040 周岁以下周岁以下，，女性女性，，职高及职高及

以上学历以上学历。。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爱岗敬业爱岗敬业、、吃苦吃苦
耐劳耐劳，，了解和熟悉客房服务工作了解和熟悉客房服务工作，，有同有同
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薪资待遇薪资待遇：：年收入年收入 88 万左右万左右（（含五含五
险一金险一金）。）。

1919..弱电工弱电工（（若干名若干名））
年龄年龄 4545 周岁以下周岁以下，，男性男性，，职高及职高及

以上学历以上学历。。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敬业踏实敬业踏实、、认认
真负责真负责、、细心严谨细心严谨，，有良好的职业素有良好的职业素
质和团队精神及沟通协调能力质和团队精神及沟通协调能力；；具有具有
弱电及相关技能证书弱电及相关技能证书；；熟悉网络熟悉网络、、安安
防监控防监控、、综合布线综合布线、、智能化物业管理智能化物业管理
等相关专业知识等相关专业知识；；具备相关工作经验具备相关工作经验
者优先者优先。。

薪资待遇薪资待遇：：年收入年收入 1010 万左右万左右（（含含
五险一金五险一金）。）。

2020..中央空调系统操作工中央空调系统操作工（（若干名若干名））
年龄年龄 4545 周岁以下周岁以下，，男性男性，，职高及职高及

以上学历以上学历，，具有中央空调系统操作具有中央空调系统操作
工 证 书工 证 书 ；；具 有 三 年 以 上 相 关 工 作具 有 三 年 以 上 相 关 工 作
经验经验。。

薪资待遇薪资待遇：：年收入年收入 1010 万左右万左右（（含含

五险一金五险一金）。）。
2121..维修电工维修电工（（若干名若干名））
年龄年龄 4545 周岁以下周岁以下，，男性男性，，职高及职高及

以上学历以上学历，，具有电工操作证及高低压具有电工操作证及高低压
证书证书；；具有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有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薪资待遇薪资待遇：：年收入年收入 1010 万左右万左右（（含含
五险一金五险一金）。）。

（（二二））报名时间和方式报名时间和方式
11..报名时间报名时间：：20202020 年年 77 月月 2929 日—日—88

月月 2929日日
22..报名地点报名地点：：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东平国家森林公园 11

号门对面商业街号门对面商业街（（北沿公路北沿公路 21112111 号花号花
博餐厅博餐厅））

如有意应聘以上工作岗位者如有意应聘以上工作岗位者，，请请
下载并填写下载并填写《《报名表报名表》（》（报名表可在公报名表可在公
共信箱共信箱 ltgsggxx@ltgsggxx@163163.com.com 下载下载，，密码密码：：
ltgsltgs123456123456），），并将并将《《报名表报名表》》及相关证及相关证
件复印件件复印件（（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位证书、、身份身份
证等相关证件证等相关证件），），发送至招聘单位邮箱发送至招聘单位邮箱

cmdujia@cmdujia@126126.com.com，，并 注 明 应 聘 岗 位并 注 明 应 聘 岗 位
名称名称。。

（（三三））资格审查资格审查
根据招聘条件和要求根据招聘条件和要求（（注注：：以上岗以上岗

位年龄计算为位年龄计算为 20202020 年年 66 月月 3030 日止日止），），
酒店对照应聘人员提供的报名信息表酒店对照应聘人员提供的报名信息表
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核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核，，证件证件
材料不齐材料不齐、、资格条件不符合的资格条件不符合的，，取消应取消应
聘资格聘资格。。

（（四四））录用待遇录用待遇
经面试合格后录用经面试合格后录用，，并签订劳动并签订劳动

合同合同。。薪资待遇按酒店岗位薪资体系薪资待遇按酒店岗位薪资体系
实行实行，，缴五险一金缴五险一金。。

（（五五））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岗位联系人岗位联系人：：朱老师朱老师、、郭老师郭老师；；
联 系 方 式联 系 方 式 ：：021021--5933071759330717、、021021--

5933072759330727；；应 聘 邮 箱应 聘 邮 箱 ：：cmdujia@cmdujia@126126..
comcom；；工作地点工作地点：：港东公路港东公路 6666 号号【【近陈近陈
海公路海公路，，花博大酒店花博大酒店（（暂定名暂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