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最简单最有效的养生方法，就是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专家指出，我国有近 3亿人确诊患有糖尿

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其中六成与生活方式有关，改变不良生

活方式刻不容缓。

1、避免暴饮暴食

对以长寿著称的人群进行研

究发现，低热量摄入、延长寿命和

降低患病几率之间存在联系。热

量摄入限制有助于减少多余的体

重和腹部脂肪增加，这两者都与

寿命长短有关。

2、积极运动

体育锻炼可以保持健康、延

长寿命，每天只需锻炼 15分钟就

能获益。相关研究发现，有规律

的体育活动可以延长寿命，每周

运动超过 150 分钟是最好的，少

量运动对身体也有帮助。

3、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睡眠对于调节细胞功能和帮

助身体康复至关重要。相关研究

报告称，长寿可能与有规律的睡

眠模式有关，比如每天在同一时

间睡觉和起床。

睡眠时间长短对健康也有影

响，睡得太少和太多都是有害的。

每晚 7-8小时的睡眠习惯有助于

更加长寿。

4、健康的植物性饮食

多吃水果、蔬菜、坚果、全谷

物和豆类，可以降低疾病风险并

促进长寿。许多研究表明，植物

性饮食早亡的风险较低，并且可

以降低癌症、代谢综合征、心脏

病、抑郁症和大脑退化的风险。

总体来讲，植物性饮食有益于健

康和长寿。

5、避免压力和焦虑

焦虑和压力会大大缩短寿命。

据报道，遭受压力或焦虑的女性死

于心脏病、中风或肺癌的可能性要

高出两倍。焦虑或压力大的男性

过早死亡的风险高出三倍。

想办法减轻自己的焦虑和压

力可以延长寿命，笑和乐观是解

决问题的两个关键因素。

来源：人民网

“哇！这里环境太好了，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医

院”，来自俄罗斯的外宾FEDOSKING女士 4月 9日

早上在金坛第一人民医院体检时，不停地竖起大拇

指，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表达赞美之意。

据了解，FEDOSKING 女士的丈夫是韩国人，

目前在金坛工作，FEDOSKING女士自己准备到南

京读研究生，所以来金坛第一人民医院做体检。当

天一大早，体检科特意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全程陪

同。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先测量体温，查完 FE⁃
DOSKING 女士的行程码、健康码，随后根据 FE⁃
DOSKING 女士的入学体检要求开出了体检单。

因为需要做乙肝丙肝检查，工作人员专门陪她到感

染科，开出乙肝丙肝检查单并缴费，抽血后把血样

送至检验科。整个过程 FEDOSKING 女士都非常

满意，而且很开心，一直说“谢谢！谢谢！这里的服

务很棒！”

FEDOSKING女士体检结束离开时，再次向医

院工作人员伸出了大拇指，医护人员的脸上都露出

了会心的笑容。金坛第一人民医院体检科共有工

作人员 19名，年接待体检人次达 2.7万。由于体检

的特殊性，上午工作量较多，即使是寒冷的冬季，背

后依然会被汗水浸湿。对他们来说，就医者的认

可、赞誉是他们工作的最大动力。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使服务能力得到不断

提升。金坛第一人民医院以患者需求为导向，守正

创新谋发展、对标一流强服务，与国内外顶级医疗

资源对接，引近优质医疗专科团队入驻，使临床专

科建设迈上快车道，

不断增加就医者的获

得感。 吴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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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养生”是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天气转暖 谨防皮肤病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

随着谷雨节气的临近，气温回

升较快，人体代谢旺盛，容易

引发皮肤疾病。

春天天气忽冷忽热，人体

容易出现机体免疫失调，是带

状疱疹和单纯疱疹的发病期。

因此，早晚应添加衣服，适当

保暖，但也要注意不要穿得过

多。如果衣服穿多了有烦热

之感，就表示已有火热内生。

尤其是平素阳气较盛的人要

适当减少衣物，以防引起皮肤

疮疖和毛囊炎症。老年人和

儿童等体质较弱的人群，需要

及时加减衣物，保持身体的舒

适温度。

桃花、杏花开放，杨絮、柳

絮四处飞扬，过敏体质者应注

意防止皮肤过敏、湿疹、荨麻

疹等皮肤病。各种昆虫的繁

殖和活动频繁，注意不要停留

在潮湿阴冷的处所，以免被昆

虫叮咬，引起局部虫咬皮炎甚

至严重的全身过敏反应，应尽

量穿长衣长裤防护过敏原和

昆虫。贴身衣服的材质以纯

棉为好，既能够保证柔软透

气，又可减少皮肤刺激。

来源：新华网

芳香迎春来 营养防春困

春暖花开万物春。在易敏

感、干燥的春季，养生专家提醒

广大市民，要多吃蔬菜，补水防

燥。吃些芳香蔬菜，不仅可以

唤醒味蕾，还有助于防止春困、

增添活力。

专家表示，春季吃韭菜可

以温补阳气、健脾养胃，韭菜炒

蛋和清炒韭菜都是不错的选

择。艾叶可以祛湿散寒、抗敏

消炎，用来滚瘦肉汤或煎饼都

很美味。

球茎茴香不仅香气特殊，

叶鞘部分还很鲜嫩爽脆，值得

一试。万寿菊可以清热止咳，

除了泡茶，还可以用来做万寿

菊焖鸡。

此外，还有迷迭香、香茅、

菊花脑、薄荷叶、紫苏、香椿、碰

碰香、芸香、罗勒、留兰香、欧芹

等。各式各样的芳香蔬菜既可

以 观 赏 、品 尝 ，也 可 以 购 买

回家。

来源：人民网

融媒助力融媒助力融媒助力 职等你来职等你来职等你来
企业招聘信息发布

常州市金坛第一人民医院

因工作需要，经研究，常

州市金坛第一人民医院决定

委托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考录

用社会化用工 15 名，从事环

境保洁相关工作。

一、招考原则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面

向社会公开报名，统一进行

适岗能力测试，择优录用。

二、招考条件
1.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

思想品德；品行端正，遵纪守

法，作风正派，无违法犯罪记

录及其它纪律处分；有较强

的事业心，工作踏实，身体健

康，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2. 具有金坛户籍或在金

坛居住满5年及以上。

3. 学历要求具有初中及

以上学历。

4. 年 龄 要 求 48 周 岁 及

以下。

三、招考岗位及人数
岗位要求：环境保洁

人数：15人（女性）

四、招考程序
(一)报名与咨询
1、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招满为止(上午8:30-11:00;下

午13:30-17:00)。

2、报名地点：金坛区人

力资源市场二楼 202 办公室

（金坛大道150号）。

3、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

名方式，报名者须携带身份

证、户口簿、学历学位证书、相

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近

期正面免冠 1寸照片 2张，非

金坛户籍人员需携带暂住证，

并现场填写《报名登记表》。

（二）面试
报名通过简历筛选后方

可参加面试。面试从高分到

低分按不大于计划招录人数

3 倍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的

人选。面试采用适岗能力测

试的方式，成绩达不到 60 分

者为不合格，不予录用。面

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体检
根据成绩高低，按照招

聘人数 1：1 的比例确定参加

体检人员，进入体检的应聘

者安排到指定医院体检，体

检工作参照事业单位招工体

检标准执行。若有体检不合

格的，按照成绩依次递补，体

检时间另行通知。

（四）政审
对体检合格的人员，列

为政审对象，按有关规定进

行政审，因政审不合格出现

缺额的依次递补。

（五）录用
1．新录用人员由区人

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交纳五险，试用期3个月；

2．福利待遇按金坛第

一人民医院用工标准执行

（49000 - 54000 元/年 ，含

五险）

五、咨询电话：82301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