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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录用方式
经笔试、面试，择优考察、体检合格后，予以试用。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满合

格后正式录用。
三、报名方法及时间
应聘者须持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到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机关大院西侧楼一楼劳动用工管理科）报名，报名时交
1寸近期照片 1张。

联系电话：0562-5860078
报名时间：2018 年 7月 11 日至 2018 年 7月 23日（工作日）。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
2018 年 7月 10日

岗位 人数 条件

矿山与加工技术设
备管理

1

1）年龄：1983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学历：全日制普通大学本科及以上；
3）职称：工程师及以上；
4）工作经验：机械技术管理岗位 6年及以上；
5）知识与技能:掌握机械专业理论知识，有较
强的实践经验，熟悉公司矿山及加工设备技术
和相关工艺流程，了解计算机基础知识并能熟
练操作。矿山机械技术管理者优先；
6）综合素质及能力:爱岗敬业，能高质高效完
成上级主管交办的工作；具备团结协作、组织、
协调、沟通和综合管理能力，文字处理能力。

合计 1

生产机动部招聘启事
生产机动部因工作需要，现面向集团公司内部招聘矿山与加工技术设备管理

岗位人员 1名。
一、招聘岗位与条件
集团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工，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想解暑？莲是夏日宝
吃当地应季的食物是营养专家们

一直倡导的，这个季节，最应景的食物
恐怕要属水中之莲了。莲花、莲藕、莲
子，一身是宝的莲不仅清香可口，还有
不少养生功效。

莲花煮粥：防失眠
大热天，即使到了晚上，气温也降

不下来，很多人热得睡不着觉。
“莲花是夏日里不可多得的养生

佳品。”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卫生学教研室主任鲁力介绍，莲
花有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之效，能消
暑、养心、安神。

如果有条件，可以取适量的鲜花
瓣，将其阴干后研成细末，煮小米粥时
加点，搅拌均匀，每天吃一次，能很好
地防治失眠。如果买不到鲜花瓣，可以
到药店买干花瓣，煮小米粥时加三五
瓣。另外，莲花还有美容的作用，“爱
面子”的人可以用莲花泡水，来改善
面部色斑。

生藕榨汁：散体热
藕长在水里，性寒味甘，新鲜的生藕

有生津凉血、健脾开胃的作用，对于夏季
食欲不振的人，餐前来点生藕可起到开
胃的作用。而一旦做熟了，这种清热的作
用就没了。“可以将生藕切成片，拌着蜂
蜜吃，口感清脆，味道甘甜。此外，鲜榨的
藕汁可以说是一款夏季清除内热的好饮
料。”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张辉说，将新
鲜的生藕切成小丁，不用加水，直接放到
榨汁机内榨汁，清热开胃的饮料就做好
了。生藕汁能起到凉血的作用，健脾又开
胃，还有解酒的作用呢。建议每次喝
20~30毫升即可。

莲芯泡茶：清心火
莲子的好处恐怕许多人都耳熟能详

了，补脾、养心、安神，但小小的绿色莲芯
却容易被忽视。正是这不起眼的小莲芯，
却能起到很好的消暑作用。

“一到夏天，感到特别热的时候，我都
会泡上一杯莲芯茶。不但能解暑，还能缓解烦
躁的坏情绪。”张辉说，舌尖有溃疡很难受，

喝点莲芯茶也能起到不错的缓解作用。
天气炎热 四款补气茶饮最该喝
天气炎热，人们贪凉饮冷容易伤津

耗气；人的腠理开泄，多汗等可导致气随
津脱……《黄帝内经·素问》有云“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也就是说，气足的人，比较容易抵御各种
病菌的侵袭，而气不足的人则会出现各
种各样的症状。

山西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脾胃病科
副主任医师李晶表示：气虚体质的人表
现为，容易疲乏，讲话声音较低，不喜欢
高谈阔论，容易患感冒及内脏下垂等病，
如胃下垂、肾下垂等，舌质偏淡，脉象偏
细软。以下推荐几款补气茶饮———

西洋参茶：
西洋参 6 克，放入杯中，加沸水冲

泡，加盖焖 5分钟，即可饮用。具有很好
的补气作用。还可加入适量枸杞。

补而不燥、凉而不温是西洋参的特
别之处，是老少皆宜、四季无碍的常用补
气保健药材。

补气生脉茶：
黄芪 3 克、党参 3 克、五味子 2 克、

麦冬 2克。用沸水冲泡开，即可饮用。
有益气滋阴、养心补肺之功。适用于

体质虚弱、面色萎黄、时感气短者。
山药参术茶：
山药 5克、党参 3克、白术 3 克。将

三味药材用清水洗净，加开水冲泡，代茶
饮。有健脾益胃之功。适用于脾胃气虚、
不思饮食、舌边常有齿痕者。

党参可单独用于调补。取党参500克，
洗净，切去芦头，置容器内，每天蒸一两次，
连蒸三四天，即成为又软又糯、味甜而带香
气的党参干，每天早晚可嚼食10-15克。

黄芪茶：
黄芪 5克。用沸水冲泡后，代茶饮。

可以适当调入少许蜂蜜。
有补气升阳、益胃固表之功。适用于

体虚，常伴有食欲不振、心慌气短者。
此外，气虚体质的调理还需要作息

规律、不熬夜，要学会精神养生、适量运
动。 人民健康网

想解暑？这些食物是夏日宝
人们常说“粗茶淡饭”有利健康，

因此，粗粮被搬上了人们的餐桌，而且，
粗粮的各种好处也使得它们被人追捧，
如富含膳食纤维，可帮助肠道蠕动，排
除毒素，预防便秘；粗粮有助于控制血
糖，改善心血管功能；还有人说粗粮有减
肥之功效等等，那粗粮能代替主食吗？

粗粮指加工程度较低的主食，如糙
米、全麦等。而细粮指加工程度较高的
主食，如大米、小麦等。

从营养价值来看，由于粗粮的加工
程度较低，谷皮、糊粉层和谷胚被较好
保存，因此粗粮中的膳食纤维、B 族维
生素、维生素 E、矿物质、不饱和脂肪
酸、酚类等植物化学物含量比细粮高。

就食物加工而言，谷类食物加工
越精细，其血糖生成指数越高。小麦
面条、全麦面条的血糖生成指数分别
为 82.37，精白米饭、发芽糙米的血糖

生成指数分别为 83.54。加工程度高
的小麦面条、精白米饭均为高血糖生
成指数食物，加工程度低的全麦面
条、发芽糙米均为低血糖生成指数食
物。因此吃细粮后，血糖升高速度较
快，建议糖尿病病人用部分粗粮代替
细粮，从而防止血糖快速升高。

从慢性病预防控制看，增加粗粮的
摄入可以降低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经常吃适量
的粗粮还可以降低患超重肥胖、血脂异
常的危险。

因此，建议将细粮和粗粮搭配着
吃，传统的二米饭（大米、小米一同
放入锅中蒸）、八宝粥等都是较好
的选择。这样一来，增加了食物的品
种，实现了粗细搭配，提高了食物的
营养价值，促进疾病预防和控制。

人民健康网

吃粗粮防慢病 粗粮能否代替主食?

提起低碳食品，大家可能还比较
陌生，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是低碳食品，
他们对人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低碳食品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低
糖。因为它减少和限制对糖和淀粉的
摄入，也就是少吃糖、米饭和面食等
等，同时增补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氨
基酸等营养素。低碳食品主要在于降

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减轻体重，控制
二型糖尿病或相关失调症状，并提高
血液中运载胆固醇粒子的比例。现在，
一些针对老人的藕粉、麦片、低糖高钙
芝麻糊等冲饮品以及一些小点心和面
包之类的低糖无糖食品非常受欢迎。
还有低碳冰淇淋，比如竹炭冰淇淋，就
是脱掉了脂肪，里面没有白糖，而是加
入了磨的竹炭粉，再加入糯米粉，吃起

来不会让人发胖。眼下很流行的低碳
饼干主要是用黑芝麻、绿豆、南瓜子、
大豆卵磷脂、黑豆、芡实、糙米、黄豆、
薏仁、山药、莲子、燕麦、小米、玉米等
烘焙而成。

正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高碳食
品还在大量的直接或者间接地排放着
二氧化碳，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
尽量选择低碳食品，我们需要分清低

碳食品与其他那些食品的区别。通常
来讲，低碳食品与其他食品有两点区
别，一是低碳食品就是碳水化合物与
糖分含量均很少的食品；二是低碳食
品在生产流程方面也非常“低碳”。

低碳食品可以减肥，这是毋庸置疑
的，生活中尽量用低碳食品代替高碳食
品。

生活小常识网

食品也环保，谈低碳食品对健康的作用

“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
酒花”，一语道破茶在中国人心目中
的地位。如何用寻常的茶，去营造有滋
有味的美好生活？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茶叶博览会上，六茶共舞的现代茶理
念给了我们答案：喝茶、饮（料）茶、吃
茶，齿颊留香；用茶、玩茶、事茶，不亦
乐乎！

茶之食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自陆羽

著《茶经》后，“天下益知饮茶矣。”汤
色匀净，鹅黄隐绿，这是黄茶；遍披白
毫，木香沁鼻，这是白茶……我国是茶
的故乡，绿茶、白茶、黄茶、青茶（乌龙
茶）、红茶、黑茶等六大茶叶争奇斗
妍，相映生辉。

中国茶的历史悠久漫长。茶叶作
为一种传统饮品，其制作工艺带着传
统的烙印。譬如龙井的炒制，讲究“茶
不离锅、手不离茶”的技巧。炒茶人手
心向下，将茶叶从锅底沿锅壁向上移
动带在手掌上，灵活地穿插运用抖、
搭、拓等十种手法，在火力的有机配合
下，茶叶渐渐平展、成形。

而铁观音的做青，则是一场调动
视觉和味觉的奇妙体验。经过在竹匾
中 4 次反复“摇动”和“静摊”，茶叶
青草气褪去，香气显露，形成了迷人的
“绿叶红镶边”。

与此同时，传统的茶叶，正在滚汤
中舒展开新的姿态。

“半江瑟瑟半江红”，这是中央民
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名文化学者
蒙曼所描述的茶与咖啡的完美结合。
云南小粒咖啡配上普洱熟茶，经过创
新提炼后形成了独特的风味，香气馥
郁，入口有茶的清香，回甘是茶的芬
芳。两种同为世界级的饮料在碰撞、交
融中，生出新的滋味。

茶不仅是“喝”的。随着技术不断
成熟，茶的“吃”法日益多样化。从
“喝”到“吃”的转变，既满足了味蕾，
也丰富了茶的食饮文化。

有古为今用、历久弥新的传统吃

法。刚采下的鲜嫩茶青，经过蒸汽杀青，
使用特质碾茶炉烘烤制成干茶，再通过
精制工艺及专用碾磨设备，形成了一种
独特细腻的粉末———抹茶。脱胎于古老
的碾茶，得益于先进的栽培和加工技术，
抹茶在现代饮食环境中愈发魅力彰显。
作为甜点的绝佳伴侣，清淡微苦的茶香
中和了甜腻，让人欲罢不能。点茶时，将
抹茶粉与水调和，用茶筅搅拌均匀，蘸润
笔尖，便仿佛拥有了“点石成金”的魔
力。如今，在许多世界美食中都可觅得抹
茶的踪迹。

茶也有适应现代人节奏的全新吃
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制的
一种白茶含片，能使爱茶人士随时随地
一解茶瘾。相比传统泡茶方式，这种压片
糖果不含蔗糖，通过萃取出更多茶多酚，
把香茗“凝固”在了小小含片里。

茶之用
“漫烧石鼎试新茶”“竹炉汤沸火初

红”……喝茶，离不开器具的使用。在
《茶经》 中就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喝茶的
用具和器皿。
各种器具是茶的品鉴功能的载体。提

到茶具，便离不开景德镇瓷器。或釉色光
洁，或花纹雅致的瓷壶、瓷碗、瓷杯，凝结
成一个整体，讲述着中国茶的古老故事。

在瓷质茶器的基础上，智慧的民间
艺人给瓷器注入了新的灵魂。一根根光
滑精细的竹丝紧密缠绕在洁白的陶瓷茶
壶上，裹住壶身，依胎成型。瓷与竹的组
合，既起到隔热作用，又蕴含隽永之意。
据介绍，作为成都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品，
瓷胎竹编已有百余年历史。2008 年，瓷
胎竹编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扩展项目名录。

不同材质的茶器，适合不同类型的
品鉴。铸铁壶，外观厚重朴拙，轻叩仿佛
可以听闻咕嘟咕嘟的煮茶声，能更好地
烘托熟洱、陈年铁观音等发酵茶的风味；
银壶，手工雕刻的繁复花纹盘桓壶身，用
它煮茶，洁而不染异味，茶香更和顺韵
长。

茶的器具有各种材质，然而其中所

盛放的茶之精髓却恒久不变。早在 1000
多年前，我国的医书上就有茶叶可以杀
菌、止痢的记载。科学研究表明，这主要
源于茶叶中的精华物质茶多酚。

现代加工技术的运用，使茶叶的精
华有了更多日常载体。当普通的口罩通
过工艺与茶多酚结合，不仅具备普通的
物理阻挡微尘功能，还增添了抑菌和抗
病毒功效。除了茶多酚口罩，龙井洁面
皂、茶籽无硅油修护洗发水、小苏打 +
茶多酚牙膏也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上“各
显神通”。日化用品中加入了茶元素，最
普通的物件也瞬间变得灵动。

茶之玩
六茶共舞，三产融合。茶的功能已经

延伸向新的领域。乡村振兴的号角为茶
乡旅游带来了发展的东风。

茶树的优势产区，同样也成了人们
休闲养生的好去处。在浙江杭州，有以西
湖龙井为主题的特色小镇龙坞茶镇、中
国最大骑行茶园松阳大木山……“无雨
涧长流，无云山自阴”，大自然的垂青，
使这里的茶园景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
为一体。

普通茶园也兴起新生意。“一起去

做茶园主”———这是来自我国产茶大省
贵州的一家茶企去年 9 月以来推出的
私家定制茶园项目。公司负责人陈靖之
介绍，贵州处于茶原产地核心区域，大量
茶树常年在云雾缭绕中生长，茶叶品质
优良。“做茶园主”的新玩法，正是依托
于贵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久居城市
的游客，除了买茶叶，还可以为自己定制
茶乡美景，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

“茶旅要脱颖而出，最关键是融合。
景区融合、景观融合，茶企融入、民宿融
入。相互之间交织是一种开放的策略，也
是一种共赢的路径。”浙江省德清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周志方说。

茶旅“风景线”打造正酣。在本届茶
博会举办的 2018 茶乡旅游发展大会
上，还发布了“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夏季避暑到茶乡”，经过专家对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游乐体验、硬件设施、气候
等方面的综合打分，布央仙人山古茶园、
武夷山风景区岩骨花香漫游道、屯堡风
情美丽茶乡一日游等 20 条线路最终入
选。来到满含茶多酚的空气里，品茶、洗
肺，夏季的暑热便化为缕缕茶香。

人民日报

六茶共舞，品出生活好滋味

酷暑让人大汗淋漓，只想在空调
房里待着，吃点凉的。要注意，以下
“五凉”特别伤身，应该避免。

一要少吃生冷寒凉食物。夏天，冰
西瓜、冰牛奶、冰啤酒等冰凉的食品和
饮料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这些食物进
入胃里，使胃里血管收缩、温度下降，
细菌繁殖变快；同时，由于它们不易消
化，增加胃的负担，进一步导致脾胃功
能下降。当人吃下过多生冷的食物或
饮料，身体需要动用更多阳气去包裹
它们，使其温度升高，才能被消化吸
收。长期如此，身体免疫力必然下降。

二是忌用凉水冲脚。脚底汗腺发
达，夏天爱出汗，人们穿着凉鞋容易弄
脏裸露的脚部。若回家就用凉水冲脚，
会使汗腺骤然关闭；血管和神经受凉
水刺激后，肢端末梢小血管容易收缩、
痉挛，引发关节炎和风湿病等。需要洗
脚时，建议打一盆温水泡泡脚。尤其女

性经期不要用凉水冲脚，否则可能导致
子宫及盆腔血液循环紊乱，诱发闭经、月
经不调、痛经等不适。

三是避免晚上在室外乘凉太久。晚
上阳气内收，应该回归本位。若在凉的地
方待太久，内收的阳气减少，自然影响第
二天阳气升发。长期失调，体质会下降。

四是洗完澡不能马上进空调房。洗完
澡后，空调的风使皮肤表面残留的水加速
蒸发，带走体表热量。中医认为“虚邪贼
风，避之有时”，大汗淋漓或洗完热水澡
后，皮肤毛孔打开，外邪更容易趁机长驱
直入。有关节、肩膀、腰部旧患的患者，洗
完澡空调一吹，会使老毛病复发或加重。

五是睡觉时电扇不能吹头部。电扇直
接对着头颈部吹，头皮温度下降，脑部血流
减少。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严重时可
诱发脑中风。有些人夏天睡一晚，早上起
来脸就歪了。这是因为风扇对着单侧面部
吹，局部受凉引发了面瘫。 生命时报

“五凉”特别伤身 夏天要避开“五凉”
福建读者杨女士问：我家人都喜

欢吃荔枝，尤其是孩子。最近一篇名为
《空腹吃荔枝 10个孩子死亡！医生的
呼吁为所有人敲响警钟》的文章在朋
友圈疯传，让我们对荔枝 “望而却
步”，空腹吃荔枝真的会致命吗？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
学技术部主任阮光锋答：网上文章里
说的 “空腹吃荔枝致 10 个孩子死
亡”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最近发生的，而
是 2000年发表在《广西医学》杂志上
的一个临床案例分析。研究分析了
“1999 年 6月中旬至 7 月，71 例来自
种植荔枝产区或荔枝收购区的患儿”，
最终这些患儿因为荔枝病 “治愈 61
例，死亡10例”。虽然这个研究中有10
个死亡案例，但作为临床研究，它收集
的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案例，并不表示
所有人吃了荔枝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荔枝病的说法在民间一直流传。
那么什么是荔枝病呢？很多人吃完荔
枝后会低血糖、头晕，有人将这种现象
称为“荔枝病”。但也有人认为，荔枝病
并不是指荔枝引发的低血糖，而是一种
急性神经系统疾病，只是许多病人同时
具有低血糖症状而已。一开始人们都认

为这是荔枝中的果糖惹的祸。但科学家后
来发现，导致荔枝病的原因是由于荔枝中
存在两种毒素：次甘氨酸A和α-亚甲
环丙基甘胺酸，它们会影响人体的糖代
谢。这项研究发表在2017年的《柳叶刀》
杂志上。孩子由于身体发育尚未完全成
熟，发生荔枝病的风险更高。虽然荔枝中
的毒素可能导致荔枝病，但有两个重要的
前提———“空腹”与“大量吃”。发表在
《柳叶刀》上的那个研究对400多个案例
分析发现：很多患荔枝病的孩子们都是在
果园里玩，玩累后空腹吃了很多掉在地上
的荔枝。由于吃荔枝的量比较大，晚上回
家就没有晚饭，到半夜开始出现“荔枝
病”症状。所以，只要不空腹吃大量荔枝，就
无需担心。

很多人关心的是，荔枝吃多少比较
安全呢？按照目前的研究，科学家也无法
给出一个具体的量。建议大家还是按照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关于水
果的推荐，每天摄入量为 200~350 克，
按照一个荔枝 20 克计算，大概是
10~17 个。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没有完
全成熟的荔枝中毒素含量更高，所以，最
好还是买熟透的。

生命时报

空腹大量吃荔枝伤身体 含有微量毒素，没熟透的果更高

电动扶梯的阶梯旁边都会有一排
毛刷。一些网友认为毛刷是电梯的防
尘装置，还有一些网友认为是方便乘
客刷鞋的。那么电梯上的毛刷到底有
什么用呢？央视财经频道《是真的吗》
记者咨询了电梯技术工程师。

电梯技术工程师杨伯宁介绍：
“电梯的毛刷是乘客乘用电梯时的一
种保护装置。主要是防止在乘用过程
中，乘客衣物或者是异物卡进裙板和
梯节的缝隙。”

专家指出，电动扶梯的台阶和两
侧墙壁之间，会有一定的间隙，但是不
会大于 4毫米。可这样小的间隙也有
可能使衣服或者鞋带夹入，造成伤害。
所以从 2011 年开始，国家强制要求
自动扶梯的电梯梯级和围裙板之间必
须安装防护装置。而现在围裙板上的
毛刷就是这个防夹装置。它的用意是
提醒乘客：脚如果碰到毛刷，需要远离
一点才能保证安全。

杨伯宁说：“使用扶梯过程中拿

鞋蹭毛刷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
为毛刷主要是为了保护乘客不卡阻到梯
节缝隙中，而且毛刷含有金属部件，蹭毛
刷可能会把乘客的脚或者鞋划伤。”

所以为了安全，尽量不要接触自动
扶梯上的毛刷。那么如果出现了意外，裤
脚或者裙边被夹到电梯两侧的缝隙中，
该如何处理呢？

杨伯宁说：“裙板上边也有安全保
护装置，如果是梯节跟裙板之间的缝隙
卡入异物，在走到两端的过程中会触及
到裙板的安全保护装置，裙板的安全保
护开关开启后，会断开电梯控制系统的
电源，使电梯停止运行。”

其实，电梯上的很多位置都有安全
制动装置，如果不小心触碰到，电梯就会
立即自动停止，保护乘客不受到伤害。

提醒大家：搭乘扶梯时一定不要拥
挤，最好与前面的乘客保持一到两个台阶
的距离；扶梯的入口处靠近地面的地方有
一个紧急按钮，万一发生安全事故可迅速
按下，停下电梯，及时处理事故。人民网

电动扶梯底端的毛刷是防尘的？工程师：系防夹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