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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误区篇
1.胃溃疡跟吃什东西关系不大
胃溃疡的主因是幽门螺旋杆菌干扰，

主要传播渠道是共餐，可以通过抗生素治
愈。

2.身上的包块，不痛的比痛的更危险
当发觉身上有不明原因的肿块，不痛

且活动性不好时，恶性的可能性会大大提
升。

3.天然维生素并不比合成的维生素更
好

天然维生素和合成维生素在作用上没
有任何区别，相反天然维生素在生产提取
过程中，更可能引入污染及混入不纯物

质。
4.拔掉一根白发不会长十根
决定长出来的头发是黑发还是白发，

要看体内黑色素的分泌情况，与拔不拔头
发没有关系。

5.夜里磨牙不代表要用驱虫药
引起磨牙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精神紧

张、牙合干扰，甚至一些全身性的疾病。
6.仙人掌不能防辐射
仙人掌能够抵挡阳光、紫外线的破

坏，但阳光中产生的是一种“辐射能”，
与电脑屏幕或其他电器用品产生的辐射线
是不同概念。

7.没有“宿便”这个说法

直肠平时是空的，并不积存大便
8.房间里蒸醋并不能杀菌
房间里蒸醋有一定杀菌作用，但它要

求的浓度比食醋要高。
9.喝骨头汤不能补钙
骨头汤虽然有较高营养价值，但钙含

量并不高，对补钙的实际意义不大。
10.超市小票虽有双酚 A，但摸多不

会致癌
双酚A是一种低毒性质的化合物，只

有在接触量大、接触时间长的情况下，才
会对人体产生实质危害。

11.吃鸭血、猪血不能去肺里的灰尘
目 前 还 没 有 任 何 实 验 和 临 床 证

明，靠食物的小分子可以清除肺中粉
尘。

12.坐月子的很多讲究没必要
过去坐月子讲究不能刷牙、洗头、洗

澡、吹风、出门，要大补，现在看来没有
道理。

13.补胶原蛋白不如吃鸡蛋
高分子胶原蛋白不可能通过皮肤吸

收。真正能补充的蛋白质，吃一个鸡蛋就
足够。

14.孕妇防辐射服作用有限
虽然防辐射服产品的面料确实可以防

辐射，但这些衣服开口大且多，抵挡电磁
辐射的作用有限。

15.洗碗不一定要用清洁剂
如果菜不油腻，洗碗布加热水也能搞

定。洗涤剂中很多化学成分接触过多会干
扰人体正常代谢。

（市爱卫办供稿）

“爱国卫生月”健康科普知识

让城市“豫”发精彩，为企业搭建平台。4月21日，商丘
市发展投资集团与河南豫发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商丘豫发
（锦荣） 双创产业园举行。市发投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亚与
豫发集团商丘公司总经理胡淋朝代表双方签约。

本报记者 徐 凌 李德伟 摄

本报讯（记者 崔坤） 4
月 21日，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吴祖明到睢阳区调研督
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
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
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重
点项目按照时序早建成、早
投用。

吴祖明先后来到睢阳区
商鼎通信、嘉远新能源汽
车、君临实业、宋城办事处
华升便民服务中心、西部新
城、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豫东工业废弃
物循环经济产业园等重点项
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项目
建设、工程进度、生产经营
等情况，帮助解决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吴祖明叮嘱施工
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同

时，抢时间、赶工期、保质
量、保安全，以一流的施工
效率和工程质量，确保项目
尽快投产发挥效益。

吴祖明强调，当前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任务艰巨
繁重，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
实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
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
抓手，主动作为，强化要素
保障和联系服务，及时解决
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为项目建设提供坚
实保障。要围绕主导产业，
紧盯重点领域，着眼于“十
四五”规划，提前谋划一批
管长远、惠长久的重大项
目，夯实发展后劲。要牢牢
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大干快
上，奋力实现各项既定目标
任务，保持我市经济社会良
好发展势头。

倒排工期 抢抓进度
确保重点项目按时建成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4月 20日，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牛亚东到宁陵县调研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牛亚东先后到该县县级
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县
公安局、小吕集村等地实地
调研，详细了解网格化管
理、“物联网+”、“雪亮工
程”、法治宣传等工作开展
情况，认真听取“党建+一
中心四平台”推进情况汇
报 ， 并 对 宁 陵 县 “ 物 联
网+”等基层治理工作给予
肯定。

牛亚东指出，要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推动工作重心和工作重点下
移，全面提升基层响应群众
诉求和为民服务能力。要全
面 系 统 地 学 深 学 透 商 办
〔2019〕 79 号 文 和 商 办
〔2020〕 2 号文，找准结合

点，抓住关键点，加快推进
“党建+一中心四平台”建
设；要把“雪亮工程”建设
与乡村振兴战略和重点项目
建设相衔接，有计划、有重
点、有步骤地加快推进，进
一步拓展“雪亮工程”深度
应用，加强物防、人防、技
防的有机结合，提升治安防
控能力；要加强法治文化阵
地建设，以法治文化广场、
街区、长廊等为载体，以漫
画图文为主、宣教于乐的方
式，普及法律知识，增强群
众法治观念。

牛亚东强调，要统筹
推进当前政法工作 ，强化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好
特定利益群体稳控，纵深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持续深化政法领域改革，
扎实推进市委政法工作会
议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有
序开展。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深化政法领域改革

本报讯（记者 张博） 4
月 21日，我市召开全市工业
经济运行和交通运输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工业
和交通领域重点工作，加快
推进工业经济和交通运输业
发展。副市长倪玉民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
市工商联主席、市工信委主
任刘明亮出席会议。

会上，各县区汇报了工
业经济运行情况，市交通局
汇报了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刘
明亮通报了全市工业经济运
行情况并对下步工作作出部
署。

就做好近期工业经济工
作，会议要求，要加强援企
稳岗专班力度，把“一企一
策”政策执行到位，把应急

政策挖掘到位；要深入学习
领会文件精神，和金融部门
对接好，相关部门要做好服
务，要有大局观念，积极关
注后续政策，确保好的发展
环境。

就做好工业和交通运输
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力
戒安全生产领域“侥幸心
理”和“好人主义”。要夯实
主体责任，抓实党政同责、
部门的监管职责、企业的主
体责任。要以“反违章、除
隐患”为主题，开展专项治
理行动。要突出督导，细化
方案；突出重点企业排查，
突出抓好安全部位，突出真
抓实管，立即启动大检查。
要抓好退城入园工作。会议
还就抓实抓全抓长防疫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我市部署工业和交通
运输领域重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铨） 4
月 21 日，副市长倪玉民带
队，对“三环九放射”市域
快速通道一期工程项目开展
观摩点评活动，市交通运输
局等市直部门和各相关县
（区）、承建单位负责人参加
观摩。

倪玉民先后来到 S207
（商丘-柘城段）、S209 （华
商大道-睢鹿交界） 南段，
认真听取工作汇报，仔细
查看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详细询问工程建设计划及
节点时间、施工中的困难
和问题。倪玉民叮嘱项目
建设单位负责人，要加强
施工组织，加大质量监管
力度，快速、高质量进行建
设，争取把项目建成样板工
程、优质工程。

倪玉民指出，通过观摩
要看到差距，增强紧迫感和
责任感，进一步传导压力，
加快清障问题解决，确保三
环九放射”市域快速通道一
期工程项目快速推进。各建
设单位在观摩中要相互学
习、借鉴，加快施工速度，
提高工程建设质量。针对
S207 项目，各县 （市、区）
要加强经验交流，采纳、学
习先进工作经验。针对 S209
项目，要抢抓有利时机，围
绕古宋河桥等项目建设重
点、难点问题重点突破，加
快建设进度。

观摩中就 S207 建设情
况，中建七局、柘城县做典
型发言，市交通运输局和睢
县、宁陵、梁园区、虞城、
夏邑等县（区）作点评。

抓好重点 突破难点
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本报讯（记者 王冰 通
讯员 谢飞） 4月20日，市公
安局专案组民警经过 10 余
个小时的走访排查、顺线
追踪、连续攻坚，成功侦
破了商丘市区系列盗窃车
内财物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黄某，并带破多起盗窃车
内财物案件。

4 月 20 日 6 时 27 分许，
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
群众报警称：在睢阳区归德
路与应天路交叉口道路旁停
放的车辆车窗玻璃被撬砸，
车内财物被盗。市公安局犯
罪侦查支队直属二大队民警
接到警情指令后，迅速到达
案发现场立即进行排查走
访，并对现场进行详细勘
查。在民警对现场周边扩大
侦查范围时，发现多辆汽车
车窗玻璃被砸。对此，市公
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抽调精
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快
速侦破此案。

围绕案发时间和地点，
专案组民警结合受害车主反
馈的停放车辆时间，走访周
边店面、周围群众，并对现
场周边监控视频展开排查，

通过调取、分析 100 余处监
控视频，成功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的影像资料。随后，专
案组民警根据嫌疑人活动路
线开展沿线排查追踪，发现
犯罪嫌疑人在商丘火车站
西侧食品街区域。民警立
即对食品街周边的宾馆、
民宿店进行地毯式排查，
最终发现一人的体貌特征
与现场嫌疑人高度相似，
立即将其控制。经现场讯
问，犯罪嫌疑人黄某对 4月
20日凌晨在睢阳区归德路路
边停放的多辆车辆进行撬砸
车窗玻璃实施盗窃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经进一步审讯，有两次
盗窃犯罪前科的犯罪嫌疑人
黄某向公安机关供述：今年
1月 20日，他从江苏省无锡
市刑满释放后回到夏邑老
家。因无生活经济来源，他
从 4月 12日凌晨至 4月 20日
凌晨，在夏邑县、梁园区、
睢阳区进行 4 次流窜作案，
对夜间停放在辅道上的车辆
实施暴力撬砸车窗玻璃后盗
窃车内财物。目前，此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市 区 系 列 盗 窃
车内财物案告破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所有群众不要走亲
访友，不要在街上扎堆唠嗑，都老实呆在家里，搞好
卫生，勤洗手，出现发热症状及时用电话向驻村工作
队和村干部反映，广大群众也要互相监督……”疫情
发生后，夏邑县歧河乡青铜寺村的大喇叭每天都会传
出班爱民沙哑的声音。

班爱民是市人大代表、夏邑县歧河乡青铜寺村党
支部书记。从大年初一接到疫情防控命令开始，他就
组织村“两委”干部、驻村队员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
部。经排查，全村 802户 2802人共有在外务工、上学
人员 931人，无武汉及湖北返乡人员，只有班庄村朱
某某年三十曾与湖北返乡人员有过接触。指挥部立即
决定对朱某某全家采取居家隔离观察措施，设置警示
标志，专人值班值守、清理垃圾、购置生活用品，由
村医每天两次测量体温。

“没有武汉及湖北返乡人员，我们村目前还是一
池清水，一旦有人被传染，一池清水就会被污染，
必须把疫情阻挡在村外。”村支部立即行动，封堵各
自然村的大小路口，只留一条主街畅通应急，并设
置交通卡点，24小时专人值守，对所有出入人员进
行测量体温和出行信息登记，未经许可的车辆和人
员一律不得进出村庄，最大限度减少村内人员流动
和聚集。

紧急防控措施的落实，让一些爱扎堆聊天、想走

亲戚的村民牢骚满腹。为了安抚群众情绪，他把私家
车改装成宣传车，巡回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和知识，教
育引导群众戴口罩、常洗手、不串门、不聚餐、不打
牌、不信谣、不传谣。同时，村里党员干部和志愿者
向村民发放疫情防控宣传材料，扶贫帮扶人每天给联
系户打一个电话，了解群众生活需求，讲解防疫形势
和政策，群众的思想通了，部分群众自告奋勇到卡点
协助值勤。

疫情形势日益严竣，如何把“内防扩散、外防输
入”更好落实在行动上，指挥部决定成立党员先锋
队、医疗检查组、村民代表督查组、生活物资保障
组、环境卫生治理组、隔离人员监督组，对各组量化
任务、责任到人，疫情不除、队伍不撤。

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班爱民以实际行动赢
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名党员、人大代表，
无论是脱贫攻坚战，还是疫情防控阻击战，我都应该
履职尽责、冲锋在前，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班爱民如是说。

坚决把疫情挡在村外
——访市人大代表班爱民

本报记者 张 博

随着学生陆续开学，我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也进入“新常态”。当前，我市餐饮
市场的经营状况如何，疫情能否影响市民
传统的就餐习惯和方式？记者近日就此进
行了采访。

餐厅：换着花样吸引顾客消费

“老板，给我4个包子、两张肉饼！”4
月 20日早上 7点，到香君路一家老字号包
子店买早点的市民排起了长队。走进大
厅，看到选择堂食的也不少，20多张桌子
基本都坐满了人，从现场看基本恢复了往
日的喧嚣和热闹。

与早餐店相比，我市各餐饮机构的复
苏还需要时日。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近
期市区各大餐饮机构纷纷出台各式各样的

促销方式，吸引顾客进店消费。市民崔女
士在一家烤鸭店花 1.99 元抢定一只烤
鸭。她说：“是很划算，到时候再搭配几
个菜，烤鸭基本上等于白送，赶上这么
大的优惠不容易。”在各种团购网站，四
人餐特价 79 元、懒人火锅买一送一……
各种优惠活动让人应接不暇，感觉不参
团都对不起这个价格。当下我市餐饮机
构消费热度回暖还需时日。正如一位火
锅店老板所言，“不开业，愁死；开业，
急死”。

备受年轻消费者欢迎的快餐品牌必胜
客、肯德基也推出多种超值优惠活动，吸
引消费者点外卖或到店消费。一位正在送
餐的美团外卖小哥说：“疫情前他每天一般
都能送 50 单到 60 单，现在每天 30 单还不
到。”

市民：外出就餐热情有待恢复

买菜、做饭、收拾碗筷，一天三顿
饭，哪顿饭都得需要一到两个小时收拾，
真是有些疲倦了。算上寒假，“小神兽”们
在家呆了三个月，聊天中，很多家长都表
示，十八般厨艺都用上了，真不知道做什
么饭啦！

那就出去吃？聊到这个话题，市民赵
女士说：“虽然很多饭店都已经开门了，我
们还是在家做饭多，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坚
持一段时间。有几次孩子实在想换换口
味，我们就选择打包带回家吃。”

市民陈先生说：“往日，我们家在外面
吃饭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除了单位同事
和好友聚餐，每个周末我还会带着父母和
妻儿一起下下馆子。但是最近，我还没有

带父母外出吃过饭，老人现在也不想出
去，觉得特殊时期还是应该少去公共场
所。”

曾几何时，长江路、香君路、南京路等饭
店门口的车位都很稀缺。4月20中午，记者
在南京路一家家常菜馆看到，一楼大厅还有
不少空座。前台服务员王女士说：“原来这
个时间，我们已经翻过一次台了。”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需要引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人已经
养成了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少外出
的好习惯，可更多人仍没有意识到，使用
公筷公勺的重要性。

近期，中央及各省市媒体都在发布使
用公筷公勺文明用餐倡议，采访中记者也
了解到，我市不少餐厅也积极响应，调整
餐位距离，为就餐客人提供公筷公勺。睢
阳区宋城路一家饭店的负责人王先生说：

“有时候我看客人没有用，就提醒一下。不
少客人表示，盛汤用公勺还能接受，夹菜
用公筷还真是觉得别扭。”

一双筷、一把勺、一张圆桌，承载了
中华民族许多的传统文化和血脉亲情。坐
在一张桌上吃饭，吃的不仅仅是饭菜，还
有浓浓的人情味。针对这个情况，市民马
先生说，最近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大家
开始也都像模像样使用公筷公勺，可是用
着用着就弄乱了，不是不接受，是很不习
惯。他表示，公筷的推行需要一个过程，
最关键的是通过引导，养成文明的就餐习
惯和方式。

我市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餐饮业人气渐旺 复苏还需时日
本报记者 李 岩

““特殊时期特殊时期””代表委员的代表委员的““特殊作业特殊作业””

让城市“豫”发精彩

4月20日，在宁陵县孔集乡王福来村七彩虹富硒甜瓜基地，瓜农在大棚内给甜瓜打杈。近年来，该村
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引导农民发展甜瓜产业，并通过发展集中连片种植区扩大生产规
模、推行标准化管理技术提升产品品质，促进产业不断发展，为瓜农带来良好收益。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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