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假期结束，上班
第一天， 不少人浑身乏
力、烦躁不安、不想工作、
情绪抑郁……小心！ 你可
能得上了节日综合征。 那
么， 怎么应对节日综合
征？ 市中心医院营养科医
生韩东景建议，对于节日
综合征，应尽快调整生活
方式， 从饮食、 运动、休
息、心理情绪等方面加以
调整，以适应正常的生活
节奏。

韩东景表示， 节日综
合征主要变现为浑身乏
力、嗜睡、精力不集中、厌
食、 恐惧、 孤独和出现头
晕、口干舌燥、烦躁、腹痛

腹泻等症状。 在精神上容
易出现紧张、焦虑、郁闷、
烦躁， 甚至出现对工作感
到恐慌，有抵触情绪，不想
上班。

韩东景分析， 出现节
日综合征主要是春节期间
玩乐过度， 打乱了人体正
常生物钟， 造成植物神经
系统紊乱， 从而出现睡眠
紊乱；春节期间胡吃海喝，
身体摄入过多的高脂肪或
高热量食物， 加重了肠胃
负担，引起消化不良，造成
腹胀、腹泻或便秘；热闹
的节假日过后，又回归到
平静的、 日常的生活，因
而出现感觉孤单、 抑郁、

无聊等症状；假期沉溺于
网络，用眼过度造成眼睛
干涩等症状；假期旅途劳
顿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
体力，造成人体免疫力降
低，从而出现感冒发烧等
症状。

韩东景建议，首先要
尽快收心， 加强自我调
节，每天保证 6 至 8 个小
时睡眠， 合理安排起居，
让自己的生活有规律；要
及时清理肠胃，不妨多吃
些粗粮，如小米粥、绿豆
粥，舒缓肠胃，可多喝水
加快肠道新陈代谢；适当
吃一些健胃消食片或山
楂片；多做一些有利于身

心健康的运动， 如步行、
慢跑、打球、做体操、伸展
等让自己的身心动起来，
出出汗， 做做有氧运动；
睡前用热水泡脚，按摩足
底脚趾以疏通经络、调整
脏腑、促进血液循环、增
强新陈代谢；用菊花、枸
杞泡茶饮用， 有益于消
除眼部的疲劳； 给家里
来次大扫除 ， 整洁的环
境可以平复焦虑心情，
把要做的事捋捋顺序 ，
做 到 心 里 踏 实 处 事 从
容；可通过闭目养神，聆
听舒缓的轻音乐， 读书
阅报的方式休闲放松 ，
调整身心。 ③2

熊孩子燃放鞭炮

引燃附近药材铺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肖书鼎）

2月 5 日，桐柏县毛集镇李楼村一孩子燃放鞭
炮，致使附近药材收购部失火，接到报警后，
桐柏县公安局毛集派出所民警奋力扑救，最
终将大火扑灭。

当日 9 时 40 分，毛集镇李楼村一家药材
收购部突然起火， 桐柏公安毛集派出所接到
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处置，由于是简易棚，
棚内都是干燥的中药材，风呼呼地刮，火势较
大，情况十分危急。 民警当机立断，一边请求
县消防大队前来支援， 一边组织该房屋周边
群众进行紧急撤离。 最终，民警和消防人员成
功将火扑灭。 ③2

“遛娃神器”安全风险等级：非常严重
不久前， 央视新闻频

道《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
网红“遛娃神器”的质量调
查。节目中，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对“遛娃神器”进
行了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报告显示： 这一产品最终
的安全风险等级被评定为
非常严重。

这次质量检测共采集

了 35 家企业生产的 50 个
批次的样品，其中实体店五
批次、电商平台 45批次。 50
批次样品中，一半为热销程
度最高的三轮“遛娃神器”。
在 9个检测项目中，有 4个
被评为非常严重风险，4 个
项目被评为严重风险，其中
车辆稳定性、危险夹缝和挤
夹点、动态耐久性 3项的检

测结果合格率全部为零。还
有一项隐而未现的潜在风
险是增塑剂的残留，测试人
员选取了车把套、座椅软包
材料这两个和儿童接触面
积比较大的部位进行了检
测，50 批次样品合格率仅
为 52%。 据了解，增塑剂不
但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
或者异常，还会影响孩子的

免疫系统。
另外，《每周质量报告》

记者暗访后发现，目前“遛
娃神器”的大部分生产商都
是之前已经具有童车加工
能力的企业，和童车规范的
生产标准比起来， 新兴的
“遛娃神器” 并无明确的生
产标准、生产要求，甚至连
生产图纸都不需要。

莫让“遛娃神器”成为伤娃利器
央视曝光，这种儿童轻便手推车抽样 100%存在安全风险
□本报记者 张婵

这两年，一种号称“遛
娃神器”的产品成了不少孩
子妈妈追逐的爆款，轻便小
巧、易折叠是它作为“神器”
的资本。 然而，就是这样一
款看上去让妈妈们十分省
力的遛娃神器，却在使用中
出现了各种安全事故。 前段
时间，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曝光被称为“遛娃神器”的
儿童轻便手推车，抽样百分
之百存在安全风险的问题。

不少商家仍在销售，一些家长仍在使用
春节期间， 记者走访

街头、商场发现，这种“溜
娃神器”仍不时出现。部分
网购平台中仍有“遛娃神
器”在售，且多数商家在商
品描述中没有提供质量检
测证明。

2 月 8 日，在中心城区
一商场内， 一位妈妈正推
着这种手推车带娃逛街。
这位姓马的妈妈告诉记
者，她家孩子今年两岁，一

起出门总遇上孩子不愿意
走路的情况， 这么大的孩
子抱起来又很累， 就在网
上买了这种“溜娃神器”。

“我经过认真对比，最后买
了有 5 个轮子的这款，还
挺贵的。 但是这个东西确
实稳定性不太好， 用的时
候不能掉以轻心， 孩子她
爸爸就曾一不小心把它推
翻了，让孩子磕伤了嘴。 ”

市民刘女士的孩子今

年快 3 岁，她告诉记者，这
东西携带方便， 折叠起来
放车里也不占空间， 出门
旅游带上它， 让大人们省
不少劲。当记者提醒她，这
种“溜娃神器”被曝光抽样
百分之百存在安全风险，
她表示自己还不知道这个
事情，现在虽然知道了，还
是会继续使用， 但是以后
用的时候会更加小心。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

发现， 仍有不少商家在销
售“遛娃神器”。 销量排名
前三的三款商品， 月销量
均超过 3000 笔。 记者随机
选择了多款不同商家在售
的“遛娃神器”进行查看，
大多数商品介绍中， 商家
多对商品的外观和使用方
式进行大量描述， 而对于
商品安全性的描述并不
多， 只有少数商家附有质
量检测报告。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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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心爸爸带丢孩子

警民接力找家人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贾耀河）

2月 10 日，王先生一家人去逛公园，不料王先
生不慎将儿子弄丢了， 幸好热心群众和梅溪
派出所民警及时救助，使孩子重回家人怀抱。

当日下午，市民王先生一家人到人民公园
共度休闲时光。 其间，王先生骑着电动车带着
儿子到人民路与八一路交叉口买东西。 买东西
时儿子下了电动车，父亲却没注意，买完之后
骑车离开了。 当他返回到公园西门时发现儿子
不见了，一家人在公园内外焦急地寻找。

16 时 40 分，王先生接到民警电话，原来，
在 15 时 31 分， 梅溪派出所二大队接到市十
二小对面有一小男孩丢失的警情， 小男孩只
说出了爸爸妈妈的名字，但记不起手机号码。
民警根据小男孩提供的模糊信息， 经多方联
系查证，最终和男孩的爸爸取得了联系。 ③2

假期结束，不少人浑身乏力、烦躁不安、情绪抑郁……

别担心 这些招儿可治节日综合征
□本报记者 王勇 家长疏忽大意酿悲剧

两岁娃溺亡水缸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徐荣强）近

日，我市卧龙区某镇一名刚刚两岁的孩子因为
家人的疏忽大意，不幸溺亡在自家的水缸里。

2月 6日，农历大年初二上午，卧龙区某镇
两岁的孩子小宛（化名）一家忙着迎接来访的
客人。 中午时分，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的
人们在饭桌上推杯换盏时， 突然听到有人惊
呼：“孩子掉水缸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孩子
从水缸里捞了出来。 当时，孩子已经没有了任
何意识， 有人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进行求
救。 几分钟后，卧龙医院潦河急救站的救护车
和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 急救医生迅速把孩子
抱上救护车并展开抢救。 经过医护人员连续一
个多小时的心肺复苏等抢救，遗憾的是最终也
没能挽回孩子的生命。 ③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