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售府城明珠苑，房23平
方米，车库203平方米，共
65 万 。18508951588

车贷房贷
不押车无手续费
融车宝：66783833月利息低至1% 海南省赣州商会招聘

1、综合秘书 2名，女，28周岁以
上，大专以上学历，熟悉办公软
件，文字处理能力强。性格开朗，
工 资 面 议 ，13208910393 黎

招业务员
海口上班，月薪4000元提成，包吃
包住，微信15539880265 王经理

湖南印象酒楼转让或合作
海口市金宇路经营面积1000余
平方米现营业中，1364866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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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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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 中高考全日制 艺考
生文化课冲刺13976996417郭

西海岸两套独栋别墅出售
豪装 各282平 各送花园一亩
净得700万 0898-66660138

出售海口精装写字楼
交通便利,国贸商业圈,龙华区国
贸路北京大厦26层，面积320m2，
价 格 优 惠 。 联 系 人: 周 先 生
15203658520 邵女士 13619329802

家 政
▲家庭、开荒保洁、清洗地毯、家电清洗

舒心保洁，预约服务电话：15203084478

管道疏通
▲专业清淤疏通河道、大型管道、化粪池

污水池13518074688

咨询服务
▲起名、环境调理、择日。13697510088

海航豪庭北苑1区1栋

二手房
▲国贸大润发旁置地花园130m2180万。

电梯小区2房精装92万15338915557

沙发换皮

装修防水
▲承接室内外装修、防水、清洗拆装，旧房

改造、钢结构等18876699286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软包.硬包床头.

椅子.沙发换皮换布 13807594989

海口帝豪大厦海景写字楼出租
万绿园对面，精装修，23楼半层
面积671m2，5.7万/月，业主直租
联系人：马先生 13572419559

南海大道原海口汽车南站酒店
房屋（现海口中山医院）招租

我 司 现 有 酒 店 房 屋 面 积 为 约
6280m2（含地下室仓库853.62m2）
公开招租，经营业态为医院、酒店公
共服务类等，欢迎意向承租人前来
咨询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 12月
11日。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
道32号海口海星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有限公司3楼综合部。联系人：安
女 士 ，65889011、13907525587。
招租监督电话：65889080（符先生）
海口海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 2018年11月30日

办资质写可研做注销
全省低价快速办各项施工设计资
质证，工商税务做账1897697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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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价注册做账注销办证
国瑞城雅仕苑13698989198

商 务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出租

招 聘
▲线虫肥、杀菌肥、有机肥，招市县代理
商，业务员，生产工人13907598359

有机肥料
▲烘干有机肥，烘干纯鸡屎，鸡屎100元/
吨，招工人，求购一部叉车，13976031369

防水补漏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花木种植 13322027316

草坪修剪树木锯枝 13322027316

搬 家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专业

搬家，公司，家庭，单位，居民

注销咨询
▲公司注销 工商注册 资质证 食品证
贵州大厦1208室 1387600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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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办
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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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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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金垦路兆煌湖景大酒店一楼120m2、
15m2旺铺招租，电话13215766555

▲海口专业防水补漏

室内外涂料，电话13518824367

唐风釆增发
▲适合：秃顶、稀少、斑秃、白发等男女性脱

发者。手机18976237973同微信

2018年12月4日星期二 责编/胡贝 美编/冉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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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健康新闻热线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临床营

养学会旗下《营养研究进展》期刊

最新一期刊载的一项研究结果说，

与早睡早起者比，晚睡晚起型“夜

猫子”罹患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的

风险较高。

由英国诺森布里亚大学苏珊

娜·阿尔穆萨维博士牵头的国际研

究小组依据多项相关研究，分析早

睡早起和“夜猫子”型作息对健康的

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夜猫子”饮

食往往较不健康，摄入更多酒精、

糖、和高热量快餐等，摄入谷物和蔬

菜较少，且进食时间不规律，经常错

过早餐，进食次数少而量大。而早

睡早起者通常摄入更多水果和蔬

菜。这可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夜猫

子”罹患慢性病风险较高。

研究人员还发现，进食时间晚

关联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正常情

况下，血糖水平夜间达到最低点。

“夜猫子”经常临睡前进食，意味

着入睡时血糖水平上升，与身体自

然的生物进程不符，从而不利代

谢。一项研究显示，“夜猫子”罹

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早睡早起者

高2.5倍。

近年来，颈椎病的发病率逐渐上

升，发病年龄有年轻化趋势，这跟低头

族的兴起脱不了关系。有些朋友颈椎活

动时咔咔响、经常疼痛，检查发现颈椎

退变，骨质增生；有些20岁的小伙，

却长着40岁的颈椎。那么，怎样缓解

颈部不适，预防颈椎病呢？

1、昂首挺胸。避免长时间低头或将

头部伸向前方，少低头看手机。一定要

减少看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时间，每隔半

个小时要放松一下颈椎。

2、定时活动颈椎。开车、看电视、看

电脑，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要抬头活

动颈椎，放松颈部肌肉几分钟。如果可

能，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

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

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订个闹

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

3、注意保暖。高温天气要避免空

调、电扇的冷风直接对着头颈部吹，以免

局部温度过快降低，血管收缩、痉挛，导

致肌肉和神经缺血，颈椎僵硬、疼痛。

4、选择合适的床垫。床垫要软硬适

中，躺在床上，脊柱应该能保持中立位

置，而不是陷入床垫，反之，太硬了也不

好。如果一觉醒来，感觉颈肩部酸痛或

者腰酸背痛，就说明您可能要换床垫了。

5、加强颈部肌肉的锻炼。颈椎各方

位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

椎，延缓退变。锻炼时一是要缓慢、匀

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二是不要追求

过大的活动范围，如在锻炼中出现不

适，请及时停止。 （据健康报）

林阿姨退休后赋闲，每天早晨醒来

都会先给家人做饭后去晨练，然后再回

家睡个回笼觉。但前几天，她却感觉头

晕目眩，到医院检查发现是心脏缺血引

起的头晕，而罪魁祸首便是林阿姨每日

晨练后睡“回笼觉”的作息习惯。

在晨练过程中，人体肌肉骨骼活动

加速，机体为使运动系统各组织器官能

及时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供给，

血液循环随之相应加速。此时，如果晨

练后立刻上床休息，很快血液循环由运

动状态转为相对静止状态，将使含有大

量代谢废物，如乳酸和二氧化碳的静脉

血淤积于肌肉、韧带、关节、皮肤等组

织中，回心血量减少，致心、脑、肝、

肾等脏器缺血缺氧，从而造成头晕。如

果已经养成睡“回笼觉”的习惯，运动

后至少一小时再休息。 （据老人报）

要养成5个好习惯
保 护 颈 椎

晨练后睡“回笼觉”易引起心脏缺血

“夜猫子”
罹患慢性病风险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