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记“三不吃”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 梁艳珊 美编 杨淑萍
美编助理 霍笑芬

C06 生活服务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

右 摄影报道）10月 13日，南

海区第三届法治文化节系列

活动之“村居法德大讲堂·推

进乡村振兴”活动走进丹灶镇

西岸村，向约50名社区群众

科普《民法典》的前世今生及

现实意义。

“关于《民法典》，你们了

解它的前世今生，以及将给我

们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吗？”上

午9时，在西岸社区幸福院，广

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颖

瑶通过互动提问的形式科普

《民法典》，重点向村民普及

《民法典》的制定及颁布过程、

《民法典》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民法典》颁布的现实意义等

内容。

“《民法典》将于2021年1

月1日起正式实施。”现场，李

颖瑶以“时间轴”的形式告诉

村民《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1954年我国便开始起草《民

法典》，因各种原因最终历时

半个世纪于今年5月28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所有的民事活动大

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

缴纳物业费、邻里关系，都能

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李

颖瑶说。

“甄有才7岁那年，家人因

为新冠肺炎疫情被隔离，谁来

照顾他？”“甄有才12岁时偷

偷用妈妈手机付款一万元买

游戏装备，妈妈事后能够追回

这笔钱吗？”“甄有才不小心踢

倒阳台花盆并砸到同学石敢

当，导致石敢当花费5万元入

院治疗，石敢当的医疗费应该

向谁追讨呢?”现场，李颖瑶以

“甄有才”为人物角色，通过假

设他的人生经历来阐述《民法

典》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和现实

意义。

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讲

解，李颖瑶巧妙地将监护制

度、民事法律行为、高空抛物

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

识传达给村民们，并引发村民

热烈探讨。讲座结束后，一些

村民还有序排队向李颖瑶请

教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法律

问题，李颖瑶都一一耐心微笑

解答。

据悉，“村居法德大讲堂·

推进乡村振兴”活动开展至今

已举办了十多场次，为南海区

多个镇街近千名群众带来了

丰富的法德知识，助力健全南

海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

合”，实现乡村善治目标。

1 水相伴
防肺火太盛。平时

要养成喝水的习惯，每天

应饮水 2000毫升保证

肺和呼吸道的滋润。期

间，也可以喝上一杯养生

茶！不同的茶饮，也有不

同的养生功效。

养心，喝红茶。红

茶有助于养心，保护心

脏健康。秋季，喝点性

质温和的红茶，是不错

的选择。

养肺，喝玉竹茶。

玉竹味甘多脂，质柔而

润，是一味养阴生津的

良药，可润肺止咳，改善

咽干舌燥，还可以生津

止渴，提高免疫力。所

以，用玉竹泡水，可以很

好地起到润肺、排毒的

作用。

养 脾 ，喝 茉 莉 花

茶。茉莉花芳香入脾，

醒脾开胃，治辟秽治

痢。用茉莉花泡水喝，

还可以促进食欲，帮助

消化，改善食欲不振，有

助于脾健康。所以，秋

季保护脾胃，可以泡点

茉莉花饮用。

2 动相伴
俗话说：生命在于

运动，动则不衰，用则不

退。

深 呼 吸 ，清 肺 排

浊。每天早、中、晚，到

室外空气清新的地方做

深呼吸。吸气时，小腹

微向外张；呼气时，小腹

内收，使控制呼吸的横

膈膜下沉，以增加胸腔

容量，扩充肺部功能，达

到吐故纳新、调养肺功

能的目的。

3 吃相伴
“燥”是秋天的主

气，容易伤肺阴，在饮食

上应坚持祛暑清热，多服

用具有滋阴润燥以及补

益肺气作用的食材，可起

到养肺的目的，夏天津液

损耗严重，入秋后，要多

吃些养阴生津的蔬菜。

而白色蔬菜一般津液比

较浓。如萝卜、花菜、山

药等。

4 笑相伴
每天笑一笑，有助

心情舒畅，促进健康。笑

一笑，还可以锻炼心肺功

能，有助于心肺健康。在

生活中，经常笑一笑，也

是科学家发现长寿老人

们的共同点。

5 友相伴
经常和朋友相约在

一起，有助于身心健康

哦！当我们在享受朋友

的支持时，你就会发现压

力瞬间小了很多。日常

有几个好友相伴，生活多

了乐趣，身体也更健康

哦！

案情回顾
投诉人反映其于2019年5

月27日购买某楼盘项目12栋

806房，当日缴交5万元定金，

后于同年6月2日缴交首付款

30万元，共缴交35万元房款，

但由于建设单位一直未能办

理预售许可证，导致按新政策

投诉人不能赶在新政策前完

成网签手续，要多交20万元

的首付款，投诉人要求建设单

位赔偿损失。

部门说法
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不符合

商品房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不得销售商品房，不得

向买受人收取任何预订款性质

费用”。建设单位涉嫌存在违

规行为，对此南海区住建局在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条件下，

依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对建设单位作出行

政处罚，同时责令建设单位退

还所有预定款项。目前，预售

证可以栋为最小单位核发，一

个楼盘往往有多个预售证。因

此，市民在购房前首先应该看

清楚自己意向购买的房屋所属

栋数是否已经取得预售证。如

市民明知商品房有上述违法情

形仍购买，实际上是与开发商

串通共同违规，由此产生的法

律责任和风险损失需自行承

担。

相关链接
10月16日~10月25日，逢

周五到周日，南海区普法办、

南海区住建水利局联合举办

“增强推进住建水利法治理

念，助推平安、宜居南海建设”

主题法律知识竞赛，参与游戏

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等

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海

普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南海普法

医术频获赞 锦旗如繁花
南海八院综合内科优质医疗服务得到患者及家属认可

秋
季
养
生
记
住

律师入村科普《民法典》
南海区法德大讲堂走进西岸村

住建篇——

楼盘违规销售
退款并受罚

■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颖瑶科普民法典知识。

2020年以来，一面面表

达患者感激之情的锦旗先后

被送到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

综合内科，这是对医院科室

优质诊疗服务的褒奖，是对

医护人员辛勤工作的肯定。

面对患者的理解与信

任，综合内科必将继续秉承

“崇医、精进、聚力、有为”的

医院精神，坚持患者第一、服

务第一，为丹灶群众的身心

健康保驾护航。

8月6日，一位从南海八院

综合内科刚刚出院的患者家属

将一面“医德高尚、医术精湛”

的锦旗及感谢信送到科室，患

者家属再三感谢科室邹志强主

任、丁永莉医生、吴美燕主任及

全体护士对他父亲的精心治疗

及护理。

原来早在5月16日，73岁

的劳伯因为急性上消化道出

血，胃部恶性肿瘤住院，老人被

长期的病痛折磨得身心疲惫，

也使家属感到非常焦虑。综合

内科医疗团队中，无论是医生

还是护士，都将病人的需求放

在第一位，对患者提出的要求

总是认真倾听，仔细分析，对患

者的个性化要求总是尽最大的

努力去满足。

6月18日，劳伯吃东西经

常呕吐，考虑胃部肿瘤引起梗

阻，视疾病变化情况，老人忍受

着病痛的折磨，曾经多次对家

人和医护人员表达他的悲观情

绪。医护人员一天多次来到劳

伯床前嘘寒问暖、观察病情，给

了劳伯和家人很大的安慰。

7月28日，患者及家属要

求出院回家休养，劳伯气促需

要长期吸氧，科室主任邹志强

了解情况后，主动联系患者，将

自己的制氧机送给患者居家使

用，家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送

来锦旗及感谢信。

2020年1月1日，综合内科收

到患者亲自写的感谢信。新的一

年，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5月18日科室又收到了感谢

信和锦旗，让人感受深刻的是患者

家属的一句话：“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这是对护理全过程优质服务

最好的诠释，医护人员的付出是值

得的！

今年6月，清远阳山的患者李

叔患有消化道出血、凝血功能障

碍，却始终找不了出血原因。他从

清远阳山来到南海八院综合内科

住院治疗，经有效治疗后得以治愈

出院。患者及家属对综合内科的

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非常认

可，专程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经过科室全体医务人员的共

同努力，2020年 6月，综合内科

取得服务质控检查及服务考评第

一名。

综合内科坚持中西医结合，擅

长运用传统中医的精髓为病人进

行诊治。科室具有较丰富的救治

急危重症的经验，多次成功救治危

急重症患者，如：肺心病合并呼吸

衰竭、急慢性心脏功能衰竭患者的

救治；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

左心衰的救治；呼吸道、消化道大

出血的救治；脑中风、特别是大面

积脑梗死患者的诊治；农药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的救治；严重低钾血

症、低钠血症的诊治、特别是心梗、

意识丧失、心衰、呼衰和重症糖尿

病酸中毒等患者。对传染性疾病

有一定的救治能力，如登革热、手

足口病、水痘、秋季腹泻、麻疹等，

特别是对登革热疾病的诊治有较

丰富的临床经验，得到患者家属及

社会人士的好评和肯定。

倾听患者痛处 满足个性需求 优质医疗服务 频获赞誉锦旗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通讯员黄燕芬

■患者及家属送来的一面面锦旗表达对南海八院综合内科的感激之情。

1 不吃寒凉之物
入秋后，万物收敛，要

注意不吃寒凉之物。寒凉

食物，会导致体内的阳气不

足，危害健康。不喝冰饮

料、冰啤酒，这些都会刺激

肠胃，造成脾胃不和，导致

体内湿气重。

少吃西瓜，西瓜又名

“寒瓜”，秋季，不宜过多进食

西瓜，民间有“秋瓜坏肚”之

说。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

秋季更不要贪吃西瓜，会加

重脾胃负担，危害脾胃健康。

2 不吃辛辣之物
秋季，易犯“秋燥”，此

时，要注意少吃、不吃辛辣

之物。烧烤食物，辣椒、生

姜、花椒等食物，要尽量少

吃，特别是生姜。古书有

云“一年之内，秋不食姜；

一日之内，夜不食姜”，秋

季本就干燥易上火，而生

姜属于热性，不宜多食。

3 不吃油腻之物
秋季天气转凉，人们

的食欲，也逐渐好转，加之

“贴秋膘”之说，很多人便开

始“大鱼大肉”进补起来。

此时，一定要注意，切莫吃

油腻之物，刚入秋，很多人

肠胃功能较弱，如果吃太多

肉类及油腻重口味食物，不

利于健康。

三

四
五
秋季，有“多

事之秋”之称，也

就是说，秋季，很

多疾病易发生。

入秋后养生，应

本着“阴阳平衡”

的规律，使机体

保持“阴平阳秘”

原则。

秋季养生，

谨记“三不吃”

“四不做”“五相

伴”！

1 不洗冷水澡
入秋后，天气转凉。

虽然，有“春捂秋冻”之说，

但是，入秋后，不能贪凉洗

冷水澡。

2 不做剧烈运动
秋天是适合运动的季

节，但切莫剧烈运动。秋季

运动，适合一些有氧运动，

如登高、快走、打太极等。

秋季运动，切莫大量出汗。

老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

者，一定要注意，不可剧烈

运动，同时，也要及时观察

身体变化。

3 不要熬夜
保证充足的睡眠，对

于人体健康来说十分重

要。入秋后，应该顺应天

时，早睡早起，切莫熬

夜。每晚尽量在 22:30

之前入睡，年轻人保证 7

小时的睡眠，老年人要保

证6小时。

4 不要忧心过度
自古逢秋悲寂寥，由

夏入秋，人们的精神情绪也

会有变化，出现“悲秋”“伤

秋”之情。忧心过度，或常

生气，会导致阴阳失衡，影

响健康。

所以，要学会放松心

情，保持心情愉快，遇见烦

心事，切不可过度钻牛角

尖，一切都要想得开。

谨记“四不做”

谨记“五相伴”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