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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颜浩介

绍，哮喘病的发病原因错综复杂，但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即哮喘病患者的体质和环境因素。患

者的体质包括免疫状态、精神心理状态、内分泌

和健康状况等；环境因素则包括各种刺激性气

体、病毒感染、居住的地区、气候条件等。

“春天，空气中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原的

浓度增加了6到8倍，花粉过敏是春季引发哮

喘的主要因素，避免或减少与花粉接触，是春季

预防哮喘最重要的手段。”颜浩说。

颜浩提醒，预防哮喘急性发作，规避花粉从

春季开始。高危人群在此期间应减少户外活

动，尤其是在午间或大风天，此时空气中花粉浓

度很高。外出回家后一定要及时清理衣服和洗

澡，避免诱发因素影响患者身体健康。

颜浩建议，哮喘的治疗必须规范、重在坚

持，不可自行停药。还应预防上呼吸道感染，以

免加重病情。 （新华社）

健身听音乐
心情更愉悦

英国科学家发现，一边锻炼一

边听音乐让人心情更愉悦。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研究人员将

24人分为三组，让他们完成400米跑

时分别收听美国DJ法雷尔·威廉姆

斯的歌曲《快乐》、互联网广播节目，

或是什么都不听，跑步速度不限。

研究人员发现，收听音乐的那组

跑者脑电波频率发生变化，降低了他

们的专注力却提升了享受程度。相

比收听广播的跑者和什么都不听的

跑者，听音乐的跑者享受程度分别提

高了28%和13%。收听广播的跑者

对疲劳和愉悦的感受程度没有发生

变化，但他们比什么都没听的跑者更

享受步行。 （据新华社微特稿）

哮喘急性发作

春季到来，空气中花
粉、霉菌孢子等过敏原增
多，专家提醒注意预防哮
喘急性发作。

▲温馨机票·旅游·订房66668585

法律咨询
▲麦律师教你正确打官司，正确签合同，

电话13907575430

投资理财

招 租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可分租水电齐全交

通方便13976002596/13876902348

家 政
▲真意达家政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

保洁 68558857 国贸海德堡8楼

▲全岛高价收购旧货：空调、厨具、办公用

品、二手设备、废旧电缆18789893936

旧货回收

▲专业防水补漏 13518824367

▲白龙路空中别墅出售

电话：18689936017

▲海口龙昆南龙泉家园96平两房一厅和

玉龙湾108平铺面出售13907575430

▲投资铺面首付25%

电话32196392

▲海口110万起3房2厅不限购

电话15008069090

▲澄迈金江一幢七层1080m2有证房出售

(可分层) 18907578722

▲高性价比电梯四房出售，有意向联系罗

先生18889922359

▲红城湖路大板楼170m25房2厅 245万

（含车位）绿化好配套优18078941108

▲海口西海岸学区房103平三房两厅两

卫出售，不限购不限贷15595778897覃

二手房

办资质写可研做注销
20多年办建筑装饰照明设计施工
工商税务做账审计等，18976970676

全省诚信低价代办
建筑业、劳务、房地产资质及安证
18976065222 66262662

零元注册 低价做账、报税、注销
龙昆南和信广场 66751360 、17784628017

周年庆：公司注册含章268元
免费记账半年！13208937523

便民信息
本栏目信息：35元/行，每行15字

咨询66810582
电话66810111
低价格 高效率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专业开锁换锁
▲黄师傅开换锁（全省连锁）

66666119 13518808813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花木种植 13322027316

草坪修剪树木锯枝 13322027316

0首付购车

租赁汽车
▲企业班车中巴大巴会务会展通勤用

车。13322007378廖经理

▲真正纯零首付购车 车型全 手续简

单。13398989823林经理

管道疏通
▲专业清淤疏通河道、大型管道、化粪池

污水池13518074688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18976011507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582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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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号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求 租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全日制、艺考生文
化课冲刺集训 13976996417

国贸嘉陵国际大厦写字楼出租
四、五、六层精装写字楼，设
施设备家具齐全，拎包进驻。
电话18876917858，中介勿扰。

广告

招 聘
▲海口市区幼儿园招聘：幼师、保育师

（专业不限）65374938/13307602386

低价公司注册，报税做帐变更
龙华区南沙广场 15208929668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床头、椅子

13807594989

直对中高考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格筛选，重点辅导！13687503268

海甸岛独栋别墅出售
产权595平 精装 价格面议
送450平花园 18689540016张

石材厂招杂工
包吃住3200-3500元每月，
电话 13876027558 郑先生

收购黄花梨
▲收购海南黄花梨老圆木，板料，老家具

18689898700

达沃源物流招聘
板车司机 20-30名（A照），待遇
12000-16000元，林小姐089866821063

社区中心招聘
执业医生、护士、药房、公卫
人员多名。13976609381

卷闸门
▲专业生产电动卷闸门、防火门、铝合金

门、伸缩门、维修卷闸门。18789015776

▲求租坡地林地,转租农地,供鸡粪羊粪

聘肥料业务员13907598359

招租
东方市区有两处房产拟出租，位
于八所镇解放路北侧，一栋房产
二层共 398 平方米，另一栋四层
608.25平方米。可用于银行、商务
办公、商场、仓储等经营。有承租意
愿者请于 3月 20日前与孙先生联
系。电话：25503880、13368909109

车贷房贷
不押车无手续费
融车宝：66783833月利息低至1%

▲初中数学物理一对一：十六年家教，效

果可查。徐老师13807585058

家 教

转让
海口金宇东路与金垦路交界处餐厅转
让，面积400平方。电话：13379965119

茶 叶
▲偏方草（茶）降血压13907537590

海师家教服务中心
免费介绍优质家教老师
电话：65866174 32177321（桂林洋）

转 让
▲营业中的南港码头餐厅转让：客源稳

定，有意者面谈，13518886904

▲新埠岛海鲜大世界加工店第一家

500平方接手即可盈利15108947269

别墅铝艺大门
▲大家兴专业生产别墅铝艺大门 围栏

栏杆 铝不生锈更耐用 18889261318

三亚学院路边7亩空地出租
适合做花圃园、苗木园、存放
物品等，水电齐全。1337990588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推荐合规合法安

全的理财计划，13907575377

海大海师100分家教
十年家教品牌，优秀家教老师一对一上门辅导，
查漏补缺，迅速提高成绩。家教热线:13807672541

本报诚聘报刊发行员
主要负责报刊推广、收订、

投递和相关业务开发管理。男
女不限，要求40岁以下，身体健
康，工作认真，吃苦耐劳，有责
任心。中专以上优先考虑。

电话：0898-66810745
联系人：王女士、莫先生

（本广告长期有效） 金丽投资咨询
解决资金缺口、长短期应急
企业及个人创业、利息低，快
速下款！电话：13036029743

你有职业倦怠吗？

工作难免有压力，可如果一直

承受重压，感到身心俱疲、能量被耗

尽，那就是“职业倦怠”。美国心理

学家谢丽·本顿说，职业倦怠容易引

起心理健康问题，而且不像抑郁症

那样易于诊断。北美最大的招聘网

站运营商凯业必达2017年一项调

查显示，美国上班族中61%对现有

工作有倦怠感，超过三分之一承认

工作带来高强度压力和焦虑。

如何判断是否有职业倦怠？

本顿告诉英国《每日邮报》记者，职

业倦怠通常有几个迹象：

1、失眠和精疲力竭。睡眠紊

乱是职业倦怠的明确迹象之一，上

班族应该工作时精力充沛，下班时

成就满满。

2、工作中感到孤独无助，没有

同事可以帮忙。（据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