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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多云，凌晨到上午部分
地区有雾，偏东风3级左右。

19日，
多云转阴，
夜里有小雪，
2℃~-2℃。

出
门
看
天

20日，
小到中雪，
局部大雪，
0℃~-2℃。

你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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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选2 好中奖，8选3 奖金高

□新华社记者 杨文荣

▶1968年12月18日，中国
著名历史学家翦（jiǎn）伯赞逝
世，享年70岁。翦伯赞历任北京
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著有
《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等18
部著作。

▶1978年12月18日，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
召开。这次会议是1949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
义的重要转折。

历史上的今天

“中原风采”福彩22选5开奖公告

02 03 06 14 18

中奖情况

奖等

头等奖

中奖注数

9注

每注金额

11033元

第2012345期中奖号码

福彩3D游戏河南省开奖公告

8 9 6

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200注
0注

571注

每注金额

1000元
0元

160元

第2012345期中奖号码

体彩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04 16 27 29 34 06 11

中奖情况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44注
54注
236注

每注金额

5000000元
81411元
16713元
3000元

第2012148期中奖号码

体彩“排列3、排列5”第12345期开奖公告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390

39053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59注

7275注

0注

14323注

单注奖金

1000元

0元

160元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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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污染物
可吸入颗粒物

（17日）

空气质量

□据 新华网

众所周知，红薯的营养十分丰
富。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在日本
国家癌症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20
种抗癌蔬菜排行榜中，红薯也一举
夺魁。

癌细胞来自人体上皮细胞，而
红薯含有丰富的淀粉、胡萝卜素以
及钾、铁等10余种微量元素，能保
护人体上皮细胞的结构完整，抑制
病毒活性，阻断胃肠道中亚硝胺的
产生，消除食品或环境中汞、镉、砷
等引起的毒性作用，阻断有毒金属
的致癌过程。红薯被专家称为营
养最均衡的保健食品。而红薯中
独有的脱氢表雄酮——一种肾上
腺分泌的和雄激素相似的类固醇
激素，既能防癌又能益寿。

时下热乎乎的烤红薯，香甜可
口，有的还烤得流出“糖油”。红薯

皮焦焦的，更是受欢迎，很多人都
是连皮一起吃下去。专家说，烤红
薯最好不要连皮吃，因为红薯皮含
有较多的生物碱，食用过多会导致
胃肠不适。尤其是有黑色斑点的
红薯皮更不能食用，会引起中毒。

另外，如果将红薯和米面搭配
着吃，还可以起到蛋白质的互补作
用;如果同时再配点咸菜或鲜萝卜
等一起吃，就可以减少胃酸的产生。

因红薯中所含的钙质需要在
人体内经过4小时至5小时的吸
收，而下午的日光照射正好可以促
进钙的吸收。因此，在午餐时吃红
薯，钙质可以在晚餐前全部被吸
收，不会影响晚餐时其他食物中钙
的吸收。

需要提醒的是，尽量不要空腹
吃红薯，一天吃红薯最好不要超过
三两，别和过甜的东西同吃，腹泻
患者和糖尿病人不宜吃红薯，有胃

病的人不能吃得太多，以免胀胃。
红薯里含有一种名叫“气化

酶”的物质，在人的胃肠中能产生
大量的胃酸，使人食后烧心、反胃、
呕吐酸水。因此，要正确掌握红薯
的吃法，比如把红薯和米面搭配食
用，并控制食用量;吃红薯时，配些
咸菜、咸汤;应把红薯蒸熟煮透，利
用蒸气把大部分的气化酶破坏掉;
用少量的碱或明矾、食盐水溶液浸
泡生红薯，然后再加工成熟食。

□据 新华网

“冬季是心血管疾病高发期，
冬季飞往沿海温暖城市过冬的人
群也应谨防此类疾病。”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教授
袁杰说。

“七成以上心肌梗死患者和五
成以上冠心病患者对气温变化敏
感。”袁杰表示，每年12月至次年3

月是心血管疾病高发期。冬季气
候干燥，如水分摄入不足，会导致
血液黏稠度过高，引起血液流通不
畅，易引起血管堵塞。

医生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像候鸟一样的生活方
式，在北方享受怡人夏季，冬天

“飞”往沿海温暖、潮湿的城市，选
择“候鸟”式过冬。可见心脑血管
疾病已经成为老年人养老的一大

问题，而年轻人也时常需要异地
工作和出差。

专家强调，人们在季节变化时
奔波于不同地域，导致心血管对外
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减弱，而长期重
压下的工作又使身体免疫力降低，
使心血管疾病有了可乘之机。因
此在冬季到来之时，心血管疾病患
者应该加强自我防范和保健意识，
尽量避免疾病发生。

红薯营养又防癌 最好选在中午吃

“候鸟族”冬季谨防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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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广告 一个电话轻松搞定

八达航空快件空运
全国主要城市当日到达

地址：八达航空各售票处
64811367 13838877275

价格低廉 高速快捷

广州洛阳
天天往返
零担货运

18637935801 18637918258

15837999911 63610323
洛
阳
五洲货运上

海13938832916 60858800

广东
海南洛阳安华物流

专线往返

江西
13949230818

老班长洛阳

整车
零担

洛阳利安运销吊运分公司
山
西
陕
西
河
北
内
蒙
宁
夏
四
川
甘
肃

63610835 13849906667

63096518 18937956073
洛阳 云贵川专发 租小

强夯

联系电话：18625972114

发货难？发货慢？
就上56114物流查询网

56114百度一下

洛阳 温州广丰

13838850090 63610283
杭州、台州、乐清、宁波

18937972012 63611615
利群货运货

运
全
国

63611383 13598171827

洛阳市瑞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承接：常州、无锡、溧阳、金坛、泰州、
江阴、常熟、扬中、丹阳、宜兴、扬州。

洛阳 常州无锡帅君
物流

13346993228 15065853229

洛阳阳博物流有限公司

承接：济南、东营、滨州、维坊、
莱芜。专业拉大型 三超设备

洛阳 淄博天天发车
专线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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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摩托车照（D、E）及客货从业资格证
廉洁教学 高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