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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汤消暑解热
这4类人注意千万别多喝

“出门五分钟， 流汗两小时”
一般都 是形 容三伏 天，但 今年 才
刚进 入夏 天，很 多人 就 已经 体会
到了 这 种酸 爽。 这 时候 ，除 了抱
紧空调， 你还需要一碗解暑神
—绿豆汤。
器——

1、绿豆汤为什么能解暑？
绿豆性寒，有清热解毒、祛暑
止渴、利水消肿、美肤养颜的作用。
在高温环境下以绿豆汤为饮料，可
及时补充因出汗而流失的营养物
质，达到清热解暑的效果。
小贴士：
绿豆汤偏寒，最好不要放在冰
箱里冷藏甚至冷冻，又寒又凉的食
物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常温下的
绿豆就已经有很好的解暑效果了。

2、绿豆汤的健康做法
1 选择明绿豆
绿豆分为明绿豆和毛绿豆，做
绿豆汤时一定要选择颜色鲜亮的
明绿豆，煮出来的绿豆汤才好喝。
2 这样做，绿豆更容易“开花”
把绿豆清洗完毕后， 浸泡 30
分钟， 然后放到冷冻室里面急冻。
利用悬殊的温差， 让绿豆快速爆
开。
3 开水下锅，中火 15 分钟
绿豆之所以能消暑，主要是因
为里面含有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它
们的活性，对于绿豆的功效是十分
重要的。
4 用纯净水煮
很多人煮出来的绿豆汤是红

色的，而汤的颜色越红，营养成分
就越低。 用纯净水煮绿豆汤，能很
大程度降低绿豆里的酚类物质被
氧化的概率，使汤色翠绿、鲜亮。

3、这 4 类人要少喝绿豆汤
1.体质虚寒的人
体质虚寒的人不能喝太多绿
豆汤，容易导致腹泻甚至降低消化
系统免疫力。
2. 经期女性
经期女性的体质偏寒，喝了绿
豆汤容易导致气滞血瘀，引起腹痛
甚至加重痛经。
3. 脾胃虚弱的人
比如老人、儿童等。
绿豆中的蛋白质含量比鸡肉还
多， 但脾胃虚弱的人消化功能比较

差， 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掉绿豆蛋
白，容易因为消化不良导致腹泻。
4. 孕妇
绿豆 中 含 有 的 赖 氨 酸 、 蛋 白

质、维生素、钙、锌等成分可有
效防 治妊 娠 水肿 ， 是食 疗 佳 品 。
但因为性寒， 所以孕妇不要多
喝。

世界杯期间 长春严查占道经营露天烧烤

6月12日傍晚，长春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局市容处会同各
城区、开发区市容、环卫和城管
执法人员对全市露天烧烤和占
道经营进行了突击检查。当晚，
本报记者随宽城区市容管理局
柳影中队的城管执法队员们对
辖区群众反映的几处露天烧烤
摊点进行治理。
宋宇辉， 长春市宽城区市
容管理局柳影中队中队长，当
晚行动他与队员们冲在一线，
亲自动手帮商家撤桌， 并与队
员用水将烧烤炭火浇灭。 宽城
区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中队长
王鹏介绍， 当晚上收缴烧烤炉
具6套，地桌12个，凳子20个。

“从今年春天，宽城区行政执法
局对于露天烧烤清理提早介
入， 每天都在城管治安科配合
下巡查严格执法，目前，已收缴
用于露天烧烤和占道经营的电
动三轮车30余辆，收缴烧烤炉
具186套， 收缴占道摆放座椅
200余套。 ”
“延续去年环保督察的这
种模式， 禁止在室外占道摆桌
和露天烧烤炉具的摆放。 今年
这段工作期间， 赶上世界杯比
赛， 一些市民趁着世界杯比赛
期间，喜欢在外面看着电视，吃
点烧烤， 这对于商家来说也是
一个挣钱的不错时段， 但这在
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的工作增

加了难度， 需要我们加强巡查
频次，并强化执法力度，尽量劝
说商户入室经营， 也希望市民
理解一下， 毕竟在马路边尘土
飞扬地吃东西也不卫生。 ”刘
利， 长春市宽城区行政执法局
业 务科 科长，6月12日当 晚行
动， 他与执法队员们一同亲临
现场， 强调无论是刚刚过去的
高考期间， 还是世界杯赛事期
间， 对宽城辖区内一定要严格
管理露天烧烤和占道经营问
题，从根本上解决市民投诉。
据介绍，今年3月份长春市
启动了露天烧烤专项整治，在
巩固去年成果基础上， 整治范
围进一步加大， 由原来的街路
和路边摊逐渐向小区扩展，无
论是否占道， 所有露天烧烤行
为都是整治重点； 工作进一步
加细， 区级市容部门对所有露
天烧烤行为进行排查， 同时直
接受理市民举报的露天烧烤问
题，在全面整治的基础上，对问
题多发区、易发地设岗设人，严
看严守；管理进一步加强，各城
区、 开发区每天加强对校园周

边、重点商圈、小区内外的巡查
和排查，随时发现，随时处理。
从6月1日起，长春市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局还启动了高考保障
专项行动， 凡涉及高考保障的
相关城区、 开发区市容部门对
本辖区内的考点周边市容环境
进行治理， 清理取缔违规培训
机构擅自张贴宣传单、 违规广
告牌、 条幅等以及出现流动商
贩、店外经营、促销等违规占道
行，同时规范早晚市场。高考期
间，长春市9支整治露天烧烤联
合执法队全部行动， 对露天烧
烤严厉查处。
“
2018年世界杯期间，长春
将继续严格控制临街商家和单
位庭院设置大排档行为， 维护
长春市良好的市容环境卫生秩
序。 ”长春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局市容处处长张伟光说，在世界
杯期间，长春市严禁沿街商家出
店摆放桌椅、电视，设置大排档；
严格控制单位庭院开办大排
档，特别是周边存在居民区，影
响居民日常生活休息的坚决禁
止； 禁止沿街商家出店摆放电
视、音箱，播放世界杯比赛。
据介绍， 长春全市对占道
经营、 露天烧烤进行治理的联
合执法行动还将继续， 希望广
大商家摊贩自觉遵章守法经
营，广大市民也要理解配合，不
要在路边占道摆桌摊点就餐。
/记者 王海涛 报道 摄

长春中医药大学妇委会、工会与吉林省孤儿学校开展结对帮扶暨代理妈妈活动

情暖童心 相伴成长
6 月 9 日，长春中医药大
学妇委会、 校工会与吉林省孤
儿学校开展“情暖童心·相伴成
长”结对帮扶暨代理妈妈活动。
活动在浓浓的温情中拉开
了帷幕，首先为“代理妈妈、代
理爸爸”聘任仪式，聘请于然贵
导师组、高文义导师组、孙星导
师组、 赵树明导师组青马学员
为吉林省孤儿学校结对帮扶对
象的“代理妈妈、代理爸爸”。
长春中医药大学妇委会、
工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妇委
会以及青马学会第七组教师分

别为吉林省孤儿学校的小朋友
们捐赠了学习用品、 具有中医
文化特色的纪念品等礼物。 高
文义导师组青马学员为小朋友
们佩 戴 了 长春 中 医 药 大 学 校
徽。
随即开启了中医药文化体
验之旅， 小朋友们参观了吉林
省中医药博物馆， 亲手制作了
芦荟胶， 并在校武术队队员的
带领下体验了 24 式太极拳。
借着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的契
机， 小朋友们参观了四象城图
书馆， 体验古籍修复、 雕版印

刷、活字印刷。小朋友们手持印
制的孔子像在国医大师任继学
像前背诵论语四则， 表达了小
朋友们立德修身、奋发图强、力
争上游的坚定信心。
参观体验活动结束后，小
朋友们在杏林餐厅教工食堂与
“代理妈妈、代理爸爸”共进爱
心午餐。 很多小朋友表示第一
次品尝到这么丰盛的自助餐。
小朋友们也在活动中增长了见
识，开拓了眼界，感受到了来自
社会、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来
自代理妈妈、 代理爸爸们更多

的关怀和爱。
据了解，“情暖童心·相伴
成长” 结对帮扶暨代理妈妈活
动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妇委会、
工会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帮
扶对象为吉林省孤儿学校小学
部五年三班 20 名学生， 目前
已经开展了亲情帮扶、 爱心捐
助、心理帮扶等活动。 据悉，长
春中医药大学妇委会、 工会将
以更丰富活动内容为载体，定
期开展结对帮扶暨代理妈妈活
动。
/ 记者 周博 报道

长春市贸促会组织召开
“2018长春会展大讲堂
（第二期）”活动

150余人集体
进课堂
“
充电”
长春是座会展城，每年展
会达 100 余个， 大规模多类
型的展会让长春成为东北独
具特色的会展名城。为推动长
春市会展业发展，提高会展从
业人员业务素质和视野，昨日
下午，长春市贸促会在开发大
厦举办了“2018 长春会展大
讲堂（第二期）”活动，活动结
合长春会展行业现状，特邀长
春市规划局总规划师方飞就
“长 春城 市 空 间 发 展 战 略 规
划”进行解读。 相关企业及贸
促会工作人员共计 150 余人
参与了本次活动。贸促会活动
中，长春市规划局总规划师方
飞从国家战略机遇、 空间结
构、区域空间拓展等多个方面
对长春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
划进行详细讲解，并列举了多
个案列，将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同会展发展相结合，进行了多
角度解读。
近年来， 长春会 展业 在
提升现有品牌展会基础上，
以招展引会为突破口， 以政
策引导为支撑， 以完善设施
为基础，以强化服务为保证，
进一步整合资源、开拓创新、
奋发图强， 推动会展经济发
展实现新跨越， 把会展业打
造 成 长 春市 新 兴 优 势 产 业 ，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
进经济稳步增长、 产业结构
调整、城市转型升级、建设幸
福长春做出新贡献。 此次活
动， 是长春市贸促为提高会
展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和视
野， 推动城市展业发展做出
的又一具体举措。
会活动结束后，现场从业
人员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收获
颇丰，将会把所学知识运用到
实际工作中，希望今后能有更
多此类交流活动。
/ 记者 修远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