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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女老板

想找顾家暖男
南国都市报 4 月 12 日讯（记者 王燕
珍 实习生 符小霞）嘉宾小周说，要说近
期海口单身青年朋友圈里最热门的活动
是什么，那非“骑车追爱”户外交友会活
动莫属了。活动报名还有 1 天就结束，
赶快报名参加由南国都市报南国情缘俱
乐部和天涯骑驴俱乐部联合主办的第八
届
“骑车追爱”
户外交友会活动吧。
来报名参加活动的女嘉宾小周今年
27 岁，是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她穿着时尚
靓丽，身材曼妙，颇有文艺女青年的范
儿。
“ 结婚过日子是相互扶持的过程，不
应该谁依附于谁，这样不仅得不到对方
的尊重，也不能体现自己在家庭和社会
的价值。”小周表示，作为典型的现代都
市女性，反而对对方的“硬件”要求没那

扫一扫 更精彩

南国

新闻热线

么苛刻，人品好、有上进心，对家庭有责
任感才是最重要的。
到了适婚年龄却迟迟未行动的大龄
单身青年们，不是不着急，而是苦于交友
圈有限。
“骑车追爱”户外交友会活动，给
大家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交友平台，为
单身男女青年们提供更多的认识、了解
的机会，以告别单身。另外，本次交友活
动中配对成功的情侣，将获得重量级奖
品：
港澳五天四晚双飞游。
近年来，本报已多次和天涯骑驴俱
乐部联合举办了“骑车追爱”活动，该
活动受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单身男
女的青睐，其中不乏公务员、律师、教
师等，也促成了许多对佳偶，他们以骑
行搭起爱的桥梁，一生携手同行。

时间：
4 月14 日 8：
00-17：
00
报名要求：1、单身。2、建议
女士 35 岁以下，男士 38 岁以下。
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活动报名方式：扫码入微信群
报名（南国情缘二维码）
咨询电话：66810226
接 听 时 间 ：上 午 8：30- 11：
30，
下午 15：
00-17：30
温馨提醒：更多交友活动请关
注海南资讯发布二维码

南国情缘二维码

海南资讯发布二维码

爱做饭的男老师青睐活泼爱吃的女孩
“爱在旅途”港澳 5 天 4 晚交友活动火热报名中
南国都市报 4 月 12 日讯（记者 王燕珍
实习生 符小霞）在报名的男嘉宾中，有喜欢
做饭的男老师，也有事业有成的老总，他们
独立自信，个人魅力十足。近日，由南国都
市报南国情缘俱乐部所举办的“爱在旅途”
港澳 5 天 4 晚交友活动受到众多单身男女们
的关注，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来报名吧。
27 岁的数学老师张先生说，自己平时
大多数时间是与数学题相伴，生活圈子有
限，想找到合适的那个她不易。“希望我的
女朋友是个吃货，因为我喜欢做饭，她如果
喜欢运动就更好了。希望这次参加交友活
动，可以遇到那个活泼好动的她。”张先生
表示。
以爱之名，这必定是一次充满爱的简单
快乐的旅行。南国都市报南国情缘俱乐部特
别举办了此次的“爱在旅途”交友活动，为
单身男女们精心搭建一个特别的交友平台。

●活动时间：5月9日—13日
●活动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4月27日
●咨询电话：66810226 接听时间：上
午8：30-11：30，下午15：
00-17：
30
●报名要求：
1、南国都市报单身读者、南国情缘俱乐
部会员。
2、要求女嘉宾年龄在25-40岁之间，男
嘉宾在25-50岁之间。
3、必须提供有效证件，包括身份证、通
行证。
4、
身心健康。
●活动行程安排：
第一天（含午餐或晚餐）：市内集合，破
冰活动，聚餐，之后统一前往机场，晚上住宿
深圳。
第二天（含早中晚餐）：上午参观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午餐后赴海洋公园—潜水湾

—晚餐后乘船夜游维多利亚海港。
第三天（含早中晚餐）：早餐后参观黄大
仙—午餐后参观名牌手表店及免税百货商
场—星光大道—香港两岸地标。
第四天（含早中晚餐）：在大型快艇上用
早餐，并前往澳门。在澳门酒楼吃中餐，午
餐后浏览澳门各大名胜（大三巴牌坊、妈祖
庙、澳门大桥、渔人码头、 威尼斯酒店），晚
餐后参观赌城。
第五天（含早中餐）：早餐后前往珠海拱
北海关，
参观珠海市地标（渔女像、
石景山、
九
州城、
和信高科技公司），
午餐后返回深圳。
●费用包括：
时长5天4晚的行程安排，含八顿正餐、
四顿早餐，住宿为标准三星级酒店（如遇单
男单女各单数，可根据情况加床处理或补单
房价差）、往返深圳的机票、保险。本次活动
有购物点，可自愿消费，
无强制。

特 别 声 明
本次活动 15 人成行，少于 15
人，嘉宾可随本报安排参团继续前
往，或退还费用。
活动报名方式：扫码入微信群
报名（南国情缘二维码）
温馨提醒：更多交友活动请关
注海南资讯发布二维码

南国情缘二维码

海南资讯发布二维码

健康
医生说

婴幼儿出“疹子”不消

应警惕出血性疾病
进入春季后，气温回升，蚊虫滋
生，一些家长发现婴幼儿身上出现皮
疹时可能不太在意，认为是蚊虫叮
咬引起的。专家提醒，很多疾病产
生的皮疹与蚊虫叮咬极为相似，家
长 应 学 会 识 别 ， 尽 早 就 医 ， 以 免耽
误孩子治疗。
据长沙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主任
王团美介绍，一些婴幼儿身上出现皮
疹，还伴有瘀斑，按压不褪色，这其
实不是单纯的皮疹，而有可能是出血
点。当婴幼儿身上出血点不断增多
时，血小板可能降至危险程度。血小
板是身体止血的关键因素，低水平的
血小板易致婴幼儿发生自发性出血
（肺出血、脑出血等）。

王团美提醒，普通皮疹和出血点
有区别。新生儿期的皮疹可能因感
染、过敏等因素诱发，伴痛、痒等不
适感，患儿有哭闹表现，一般为丘
疹，周围伴红肿，按压可褪色。如皮
疹可自行消退，一般不需要特殊处
理，如果持续不消退甚至加重，需要
及时到皮肤科就诊，对症处理。
王团美提醒，如果婴幼儿身上有
出血点，其表现出的“皮疹”一般不
会高出皮肤表面，周围不伴红肿等症
状，按压不褪色，散着出现或者融合
成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家长需要
重视，这可能合并了血小板和凝血方
面的问题，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就
诊，千万别拖延。
（新华社）

世界最辣辣椒

致人
“雷击样”头痛
美国多名医生 10 日警告，食用世界上
最辣的辣椒可导致人“雷击样”头痛，一名
男子因此疼痛 5 周。
他们在最新一期 《英国医学杂志·
病例报告》 期刊报告这名现年 34 岁男子
的病例。男子 2016 年参加吃辣椒比赛，
吃下一个卡罗来纳死神辣椒。这一品种
当时由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为
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这名男子赛后随即
干呕，不久颈部和头部剧痛，数日遭遇
多次“雷击样”头痛，每次持续数秒。
他急诊时接受多项神经系统检测，结果
均显示正常，而计算机断层扫描显示他
脑部多条血管收缩。最后，医生诊断他
患 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综合征 （RCVS）。
这一疾病以脑血管暂时收缩为特征，常见
于部分药物反应或吸毒后反应，患者多伴
有“雷击样”头痛。

报告作者之一、诊治这名男子的医生
基洛图恩甘·古纳塞卡兰说，这是医学界首
次报告有患者食用辣椒后患可逆性脑血管
收缩综合征。
“我们建议民众吃辣椒时要谨
慎，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立即就诊”。
古纳塞卡兰说，先前研究显示，食用辣
椒与冠状动脉痉挛和急性心肌梗塞相关。
文章没有公开这名男子的姓名，说他
最终自愈，发病 5 周后计算机断层扫描显
示原先狭窄的血管已恢复正常。
目前公认的辣度评级采用斯科维尔辣
度，依据把辣椒汁水稀释到品尝不出辣味
的程度评级。例如，100 万单位意味着把
辣 椒 汁 水 稀 释 100 万 倍 ，才 能 尝 不 出 辣
味。美国温思罗普大学 2017 年测试显示，
卡罗来纳死神辣椒平均辣度超过 164 万单
位，峰值辣度达 220 万单位。
（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