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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55865-1600055870，1400722344-1400722350，
1400723624-1400723630，1500403349-1500403355，
1600055709-1600055715，1600056102-1600056108，
1600056254-1600056260，1400721678-1400721685，
1400725018 -1400725025，1500403078 -1500403085，
1500403478-1500403485，1500404263-1500404270，
1501301133-1501301140，1501302268-1501302275，
1600055808-1600055815，1600057410-1600057417，
1600057450-1600057457，1400257891-1400257899，
1400257927-1400257935，1400259477-1400259485，
1500402647-1500402655，1500403382-1500403390，
1500404962-1500404970，1501294282-1501294290，
1501301112-1501301120，1501301172-1501301180，
1600055407-1600055415，1600057440-1600057448，
1400257901-1400257910，1500403561-1500403570，
1501301101-1501301110，1501303671-1501303680，
1501303931-1501303940，1501303961-1501303970，
1600056341-1600056350，1600057478-1600057487，
1400723735-1400723745，1501303155-1501303165，
1600055910-1600055920，1500231512-1500231523，
1501303689-1501303700，1600057389-1600057400，
1400091378-1400091390，1500403538-1500403550，
1501303388-1501303400，1400258057-1400258070，
1400258547-1400258560，1400259487-1400259500，
1501301257-1501301270，1400723701-1400723715，
1500402621-1500402635，1501303046-1501303060，
1400259235-1400259250，1600055720-1600055735，
1500404464-1500404480，1501303514-1501303530，
1600056214-1600056230，1400722353-1400722370，
1400723658-1400723675，1500403983-1500404000，
1501303108-1501303125，1501303533-1501303550，
1600056233-1600056250，1500403962-1500403980，
1600055077-1600055095，1600057419-1600057437，
1500404911-1500404930，1600055366-1600055385，
1600055841-1600055860，1501301280-1501301300，
1400257944-1400257965，1500403394-1500403415，
1501302354-1501302375，1600055264-1600055285，
1501294297-1501294320，1501301377-1501301400，
1400259451-1400259475，1400722701-1400722850，
1600056406-1600056425，1600057300-1600057329，
1600056115-1600056190，1600057188-1600057249，
1400258072-1400258090，1400723151-1400723200，
1501303611-1501303660，1400257973-1400258020，
1600056283-1600056320，1501303726-1501303760，
1600056371-1600056400，1600055767-1600055795，
1600057152-1600057180，1501301144-1501301170，
1400723590-1400723615，1500403935-1500403960，

1501294255-1501294280，1501302165-1501302190，
1400258072-1400258090，1600057300-1600057329。

岳阳中心支公司单证号段如下 （2883 份 ）：
1400099668；1400099786；1400099800；1400730295；
1400730717；1400730799；1400730974；1400731005；
1400731148；1400731226；1400731341；1400731664；
1400731678；1400731974；1400732266；1400732386；
1400732556；1400732585；1400732596；1400732629；
1400732650；1400732958；1400733047；1400733056；
1400737418；1400737447；1400737454；1400737543；
1400737578；1400738032；1400738073；1400738220；
1400738555；1400738562；1400738790；1400738811；
1400739180；1401343171；1401343452；1401343669；
1401343851；1401343900；1401345157；1401345316；
1401345350；1401345401；1401345403；1401345461；
1401345760；1401345821；1401345897；1500400560；
1500400593；1500400708；1500400796；1500400907；
1500400926；1500401300；1500401323；1500401572；
1500401605；1500401697；1500401797；1500401831；
1500401842；1500401980；1500402423；1500402476；
1502023510；1502023515；1502023760；1502023825；
1502023885；1502023999；1502024382；1502024455；
1502024574；1502024605；1502024950；1502024995；
1502025020；1502025197；1502025262；1502025302；
1502025329；1400099892-1400099893；1400730528-
1400730529；1400730632-1400730633；1400731209-
1400731210；1400731346-1400731347；1400732117-
1400732118；1400732598-1400732599；1400732604-
1400732605；1400737554-1400737555；1400737894-
1400737895；1400738174-1400738175；1400738257-
1400738258；1400738874-1400738875；1400738921-
1400738922；1401343338-1401343339；1401343907-
1401343908；1401345375-1401345376；1401345409-
1401345410；1401345824-1401345825；1401346034-
1401346035；1401346049-1401346050；1500400692-
1500400693；1500400896-1500400897；1500401809-
1500401810；1502023506-1502023507；1502023619-
1502023620；1502023841-1502023842；1502023862-
1502023863；1502024184-1502024185；1502024264-
1502024265；1502024954-1502024955；1502025116-
1502025117；1600063136-1600063137；1400099836-
1400099838；1400730298-1400730300；1400730410-
1400730412；1400732368-1400732370；1400737686-
1400737688；1400737833-1400737835；1400738287-
1400738289；1401343321-1401343323；1401343768-
1401343770；1401343863-1401343865；1401345242-
1401345244；1500401018-1500401020；1500401138-

1500401140；1500401948 -1500401950；1500401998 -
1500402000；1502024206 -1502024208；1502024253 -
1502024255；1502024273 -1502024275；1502024283 -
1502024285；1502024358 -1502024360；1502025170 -
1502025172；1600063111 -1600063113；1400737652 -
1400737655；1400738930 -1400738933；1401343216 -
1401343219；1401343327 -1401343330；1500401082 -
1500401085；1500401777 -1500401780；1500401844 -
1500401847；1502024210 -1502024213；1502024617 -
1502024620；1502024942 -1502024945；1502025204 -
1502025207；1502025319 -1502025322；1502025399 -
1502025402；1502025597 -1502025600；1400738196 -
1400738200；1401343636 -1401343640；1401343781 -
1401343785；1500400968 -1500400972；1500401003 -
1500401007；1500401576 -1500401580；1500401916 -
1500401920；1500401986 -1500401990；1502024176 -
1502024180；1502025221 -1502025225；1600063198 -
1600063202；1400099738 -1400099743；1400099991 -
1400099996；1400731376 -1400731381；1400738158 -
1400738163；1400739095 -1400739100；1500401145 -
1500401150；1500401705 -1500401710；1500401755 -
1500401760；1500401785 -1500401790；1502025124 -
1502025129；1502025547 -1502025552；1400738009 -
1400738015；1500400981 -1500400987；1500401934 -
1500401940；1502025061 -1502025067；1502025264 -
1502025270；1400730323 -1400730330；1400737818 -
1400737825；1401345361 -1401345368；1500401583 -
1500401590；1500401833 -1500401840；1502024288 -
1502024295；1502024463 -1502024470；1502024578 -
1502024585；1502025135 -1502025142；1502025155 -
1502025162；1502025405 -1502025412；1502025618 -
1502025625；1600063589 -1600063596；1400730312 -
1400730320；1400730617 -1400730625；1401343221 -
1401343229；1502024387 -1502024395；1502025144 -
1502025152；1502025234 -1502025242；1502025627 -
1502025635；1600063124 -1600063132；1400730557 -
1400730566；1400731055 -1400731064；1400731350 -
1400731359；1400732656 -1400732665；1400738126 -
1400738135；1401345476 -1401345485；1401345706 -
1401345715；1502023746 -1502023755；1502024236 -
1502024245；1502025358 -1502025367；1502025886 -
1502025895；1400730536 -1400730546；1400737995 -
1400738005；1502025307 -1502025317；1400099694 -
1400099705；1502025336 -1502025347；1502025371 -
1502025382；1502025561 -1502025572；1600063215 -
1600063226；1400737779 -1400737791；1502024048 -
1502024060；1401343807 -1401343820；1502023567 -

1502023580；1502024065 -1502024078；1502024362 -
1502024375；1502023666 -1502023680；1502023766 -
1502023780；1502023976 -1502023990；1502024977 -
1502024991；1502025438 -1502025452；1502023685 -
1502023700；1500401953 -1500401970；1502024957 -
1502024975；1502025414 -1502025432；1400099576 -
1400099595；1400730211 -1400730230；1400730677 -
1400730696；1502023641 -1502023660；1502024021 -
1502024040；1502025766 -1502025785；1502025457 -
1502025477；1400737513 -1400737535；1401343868 -
1401343890；1502025274 -1502025297；1400737486 -
1400737510；1400099895 -1400099920；1502023713 -
1502023740；1400730568 -1400730596；1400731721 -
1400731750；1400738576 -1400738605；1502025022 -
1502025052；1500400637 -1500400670；1502025496 -
1502025532；1600063141 -1600063182；1502023518 -
1502023560；1600063598 -1600063652；1500401852 -
1500401910；1502024103 -1502024165；1400737221 -
1400737305；1600063012 -1600063102；1502025638 -
1502025745；1600063454 -1600063587；1401343910 -
1401344050；1600063228 -1600063452；1502024622 -
1502024940。

湘 西 中 心 支 公 司 单 证 号 段 如 下 （572 份 ）：
1501310700、1501310229、1501310397、1400275091、
1501310147、1400275192、1400275939、1400275936、
1501310042、1501310351、1400275915、1400275906、
1501310153、1400052426、1400275221 -1400275250、
1400275259 -1400275260、1400275111 -1400275120、
1502823401 -1502823600、1400275139 -1400275140、
1501310167 -1501310170、1400275972 -1400275990、
1501311349 -1501311350、1501311477 -1501311480、
1501310182 -1501310190、1400275478 -1400275480、
1501310761 -1501310765、1501310591 -1501310620、
1501311301 -1501311320、1501310702 -1501310735、
1400275003 -1400275020、1501310552 -1501310556、
1501310781 -1501310795、1501310773 -1501310775、
1501310798 -1501310890、1501310002 -1501310005、
1501310309 -1501310320、1501311324 -1501311330、
1501311332 -1501311340、1400275122 -1400275130、
1501310472 -1501310480、1400001651 -1400001700， 声
明作废。

单证类型代码：SJ-0000-01-14-01， 单证类型名
称：收据-通用业务收据（三联），单证号段如下（50 份）：
1400001651-1400001700 声明作废。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2017 年 12 月 13 日

������丽丽 3岁的儿子又感冒了， 这
已经是这个月第二次了， 这次是孩
子玩闹时脱了会衣服着了凉。 在医
院门诊， 许多像丽丽一样的家长向
医生反映， 自己的宝宝很容易生
病， 衣服少穿点或吹一下风就感冒
了。 出现这种现象， 大多是源于宝
宝体质差或免疫力差。 体质差到底
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先天因素、 环境因素、 免疫系
统发育不完善等是影响宝宝体质差
最为关键的原因， 如遗传 、 早产
儿、 先天性心脏病、 发育不良、 环
境污染等。 饮食起居不规律、 户外
运动少等跟宝宝体质差也是有直接
关系的， 如平时宝宝偏食厌食、 长
时间蜗居在室内很少外出运动。 宝
宝缺乏微量元素或维生素， 这些对
其发育会造成直接影响， 会出现营
养不良、 体质差等情况。

首先家长要根据自家孩子的个
体情况， 找到影响其体质差的原
因， 然后对症调理， 才能有利于改
善其体质。 生活中要注意合理调理
宝宝的饮食， 提倡科学饮食结构，
保持营养均衡。 尽量让宝宝少吃零
食， 尤其是饼干、 糖果和其他燥热
食物， 多饮水、 多吃含维生素和纤
维素多的食物。 家长还要根据宝宝
的实际情况， 来增加其运动量， 注
意避免运动量过大。 合理的晒太
阳、 充足的睡眠都有利于改善宝宝
体质。

除此外， 宝宝生病期间不要滥
用滋补保健品， 同时应减轻其胃肠
负担， 宜吃粥、 麦片、 面条等清淡
食物。
湖南省儿童医院体检中心 廖秀芝

������细心的家长会发现一些宝宝睡
觉时很容易出汗， 这是怎么回事
呢？ 是孩子身体哪里出了问题还是
缺少某种元素？ 想必很多家长都会
有类似的困惑。 那么， 原因究竟是
什么？ 不妨先来排查以下三点。

新陈代谢旺盛 新生宝宝汗腺
发育尚未完善， 所以出生后的前几
周或几个月， 汗多的情况是比较少
见的。 但不久后， 这种情况就会发
生很大的变化， 随着汗腺的发育，
加上宝宝的皮肤含水量大， 毛细血
管分布较多， 宝宝感到热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汗流浃背的情况。

活泼好动及饮食引起显性发汗
很多妈妈都会感叹自家宝宝玩起来
就停不下来。 婴幼儿大多活泼好
动， 容易出汗， 尤其是睡前玩得太

嗨 ， 更容易使睡觉时
出汗加剧 。 如果宝宝
进食后不久就睡着了，
这种情况也会导致身
体产热增加 ， 引起出
汗 。 尤其是在食用了
高蛋白质的食物 ， 如
牛奶、 鸡蛋、 奶酪等，
出汗的情况可能更甚。

穿盖过多 穿盖太
多， 被捂得苦不堪言，
这是绝大部分宝宝爱
出汗 、 常出汗的最主
要原因。 家长往往习惯于以自己的
主观感觉来决定宝宝的最佳环境温
度， 喜欢给其多盖被、 多穿衣， 捂
得严严实实。 宝宝因为大脑神经系
统发育尚不完善， 且又处于生长发

育时期， 机体代谢非常旺盛， 再加
上过热的环境刺激， 只有通过出汗
以蒸发体内的热量， 来调节正常的
体温。
湖南省儿童医院危重医学一科 江妹

幼儿体质差
先揪出原因

宝宝睡觉满头大汗
吃太好还是盖太多？

������很多人都认为新生宝宝小， 什
么也不懂， 根本看不出来聪不聪
明，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错了。
新生宝宝虽然小， 但是不代表他什
么也不懂， 只是还不能用语言来表
达。 怎样判断新生宝宝聪不聪明？
可以从以下几个细节来观察。

聪明的新生儿可能要比其他宝
宝更机警。 有些新生宝宝从一开始
就能独自把头抬高一会儿， 仿佛在
环顾四周， 对生活有着强烈的好奇
心。

新生宝宝笑得越早， 聪明的可

能性就越大。 尽管这不是完全可靠
的迹象， 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但
它是个象征， 很早就开始笑的婴儿
常会成为聪明活泼的儿童。 因而，
家长日常不妨多招引宝宝的注意
力， 多冲着其浅笑， 并鼓舞他仿照
家长浅笑。

新生儿有模仿成人面部表情的
能力。 当新生儿处在安静觉醒状态
时， 距离新生儿面部 20～25 厘米，
让宝宝注视家长的脸。 首先， 伸出
你的舌头， 每隔几秒钟 1 次， 慢慢
地重复这个动作， 然后停止。 如果

宝宝一直看着你的脸， 这说明他可
能在嘴里移动自己的舌头， 一会
儿， 就会将舌头伸向嘴外。 如果家
长对着新生宝宝做张嘴动作， 重复
几次， 宝宝也会学着张开小嘴。 另
外， 新生宝宝还会模仿噘嘴、 微笑
和悲伤的表情。 家长不妨多和新生
宝宝积极交流， 经常对着新生宝宝
做些动作， 由简单到复杂， 提高宝
宝的模仿能力， 利于新生儿的智力
开发。

湖南省儿童医院危重医学一科
何朝红

抓细节 判断宝宝聪明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