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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生活汇
品质生活 风尚引领

食用粽子有禁忌
端午节临近，美味的传统美食——

粽子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不过，这种
端午传统美食并非人人适宜食用。

“粽子中含有很多糯米，粘性大，不
易消化，很容易引起肠胃不适。特别是
老人和儿童等肠胃功能相对较弱的人
群，如果过量进食，很容易造成消化不
良，或者出现胃酸过多、腹胀、腹痛、腹
泻等症状。”郑州市中医院脾胃科主任
王昊提醒，另外，胃动力较差的人群或
有肠胃疾病的人群也不能多吃，有糖尿
病、胰腺炎等病史的市民则尽量不要食
用，以免出现健康问题。

据介绍，糯米会刺激胃酸分泌过
多，胃动力差以及患有反流性食管炎、
胃溃疡、十二指溃疡或严重胃炎的人群
食用之后，会加重胃酸的分泌，导致烧
心、反酸水等症状的发生，严重者，还有
可能造成溃疡穿孔、出血等，加重病
情。专家认为，即使肠胃健康的人群，
品尝粽子也应适可而止，每天两到三个
为宜。过多进食不仅会加重胃肠负担，
还可能出现腹泻等消化不良的情况。

现在，不少人还喜食美味香浓的肉
粽。不过，有胰腺炎、慢性胆结石病史的
患者要避免食用，因为肉类食物若过量
摄入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王昊建议，
食用粽子时，可搭配一些蔬菜、水果，增
加纤维素的摄入促进消化。同时，节日
期间用餐还要有节制，面对美食应有自
制力。暴饮暴食、过多摄入冰冷食物、过
量饮酒等行为极易伤及脾胃，导致食欲
不振、腹泻、烧心等症状的出现。

节日游玩防中暑
端午节正值夏季，多地天气处于高

温状态，长时间在外游玩、户外作业，很
容易引起中暑。“进入夏季，因中暑前来
就诊的患者逐日增多。”郑州市第六人
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董文生告诉记者，当
气温处于32℃以上、空气湿度达到60%
时，在外长时间被日光直射的人们容易
出现中暑症状，其中儿童、60岁以上老
年人、孕妇以及高血压、脑血管、糖尿
病、肾脏疾病等患者是中暑易发人群，
建议大家在端午游玩期间，做好防暑。

记者采访了解，中暑分为先兆中
暑、轻度中暑、中度中暑、重度中暑。先
兆、轻度中暑病人，一般表现为大汗淋
漓、乏力、头晕、心慌、胸闷或伴随有恶
心呕吐症状，此时，在阴凉地方休息一
会儿，喝点水，就可以缓解。中度中暑
病人的情况则较为严重，通常表现为体
温上升，达到38度左右，并伴随有出汗、
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时前往医院就
诊。而重症中暑时，患者体内盐分损失
厉害，出现热痉挛、浑身抽筋、热衰竭等
症状，直接危及生命，死亡率很高。

“每年都有因中暑而死亡的患者，
因此，做好防暑措施至关重要。”董文
生提醒市民，气温高尤其是闷热天气，
要减少户外活动，出现轻度中暑征兆的
时候，要尽快前往阴凉、通风好的地方
休息，可以喝温开水、淡盐水缓解症
状，或者吃西瓜等解暑水果，但不建议
立马喝冷饮或使用冰块降温。一旦出
现重度中暑症状，则要迅速前往医院进
行救治。

注意卫生防疾病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气温逐渐升

高，蚊虫、病毒细菌等也开始活跃起来，
各种传染病进入高发的季节。记者从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了解到，近
期，流感、感冒、手足口病等门诊量激
增，还有部分儿童因被蚊虫叮咬，出现
过敏、红肿等皮肤病症状。

“按照端午习俗，挂艾草和香囊等
芳香类的植物有一定的驱虫功效。不
过，若要健康过节，还应注意家庭和个
人卫生，避免病菌乘虚而入。”郑州市
第六人民医院感染三科主任李三景
说，每年夏季高发的手足口病，其预防
方法主要就是注意卫生。这种由肠道
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多发生于 5 岁以
下儿童，表现为口痛、厌食、低热，手、
足、口腔等部位出现小疱疹或小溃疡，
多数患儿一周左右可自愈，少数患儿
可引起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炎
等并发症，个别重症患儿病情发展快，
可导致死亡。在此建议家长，饭前便
后、外出后要给儿童洗手，禁止食用生
水、生冷食物，注意保持家庭环境卫
生，每日对孩子的玩具、个人卫生用
具、餐具等物品进行清洗消毒，降低传
染几率。

如今，手足口病正值高发期，市民
在注意孩子和家庭卫生的同时，也可通
过自费打手足口病疫苗进行预防。据
专家介绍，手足口病疫苗对接种者具有
较好的保护效果，接种疫苗后可预防
90%以上的 EV71 相关手足口病，6 个
月到5岁的儿童适合接种。

欢乐过节欢乐过节健康相伴健康相伴

乡乡村旅游村旅游
渐渐成新宠成新宠

市场：民俗村预订火热

“预订乡村游的市民比去年有所增多，尤其
是家庭游的市民，更乐意选择悠闲的乡村游。”
河南中州旅行社的一位导游表示，比如郭亮村、
栾川、南街村等郑州周边乡村游目的地，现在游
客激增，省外的一些知名旅游乡村也深受游客
欢迎。

“之前都是选择城市加景区的游览观光，已
经看惯了，今年就选择了更有新鲜感的乡村游，
不仅可以去特色乡村体验大自然的味道，还有
一些充满趣味的传统端午民俗活动，应该不会
让人失望。”喜爱旅行的大学教师顾女士告诉记
者，今年端午预订了山东一个民俗村的旅程，准
备带孩子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近两年，背包露营、结伴骑行、采摘垂钓、品
尝农家宴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游受到游客的追
捧。“消费者比较偏爱乡村旅游主要因为旅游多
元化，城市人希望去乡村了解自然、放松身心，
且一些高端乡村民宿除了有不亚于高星酒店的
软硬件设施以外，同时还有更自然、原生态的景
区环境。一些性价比高的民宿，更加贴近大众
消费。”携程旅行网公共事务部经理董亚飞表
示。近期围绕端午节传统文化，携程上线了丰
富多彩的“粽子”产品，包括自驾套餐和跟团产
品，并与多家酒店合作推出端午专享套餐，把赛
龙舟、包粽子、制作香囊等端午活动融入其中，
目前，端午乡村游产品预订势头良好，部分热卖
套餐库存已开始紧张。

趋势：乡村游前景向好

赏田园美景，品农家美食，享山涧野趣，越
来越多的游客涌向山水优美的美丽乡村。在河
南康辉国旅大客户经理赵志学看来，乡村游市
场前景向好，而且随着自驾游、家庭游群体日益
增多，很多著名的乡村游目的地也迎来更多的
游客。此外，各个旅游乡村的住宿体验、游乐设
施、民俗活动的品质也在大幅提升，一些有国内
外注资的乡村景区接待质量已不亚于星级酒
店，并且有更多的特色和体验项目，比如山里寒
舍、山楂小院儿等在节假日都一房难求。

“乡村游可以让孩子亲身感受风土人情和
节日传统文化，而且部分乡村游现在还包括有
户外营地、创作写生、研学旅行等活动，对增强
孩子对大自然的了解与热爱有一定的帮助。”一
位打算端午节带着孩子乡村游的家长认为。

董亚飞分析，目前的乡村旅游已超越农家
乐形式，正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变；乡村
旅游产品进入创意化、精致化发展新阶段，游客
到乡村已不再是单纯旅游，而是被乡村的环境
与传统文化及当地特色所吸引，在当地较长时
间地体验和游览，这种现象未来会越来越明显。

据了解，在文旅大融合趋势下，今年端午旅
行产品，文化的内容属性与旅游的场景属性结
合越来越紧密，文化和旅游的紧密融合适应了
当前深度体验式旅游的需求和市场发展趋势，
提升乡村旅游文化发展潜力需要多措并举，共
同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发展。

端午将至粽子唱主角

5月初，我市各大超市、烘焙店等商家的粽子
就已经上架，吸引消费者选购。记者走访了解，与
往年相比，今年粽子种类、口味有所增多，不少商
家再次抛出创新口味，比如泡椒牛肉、川味牛腩、
蛋黄牛肉、抹茶蜜豆、梅干菜鲜肉等，卖点十足。

“今年，我们引进了八个粽子品牌，较去年有
所增加，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少数品牌粽子价格
甚至有所下降。目前，无论是甜味还是咸味粽子
都销售正旺，其中，甜味粽子更受河南消费者欢
迎。除了粽子外，香包和五彩绳等端午风俗产品
也迎来销售热潮。”丹尼斯大卖场采购中心副总经
理张向松告诉记者，今年粽子礼盒更多样，价格大
多在100元以上，按照往年惯例，端午节前一周将
迎来粽子销售高峰期，建议消费者提前选购。

结合端午节，我市多个超市还举行了包粽子、
试吃等活动，消费者参与热情很高。另外，不少市
民选择自己动手包粽子，粽叶、糯米、红豆、蜜枣等
材料近期也销售得十分红火。在郑州嵩山路一家
烘焙店，主打健康美味的私人定制粽子吸引不少
消费者驻足。“消费者可定制自己喜欢的口味，每
个粽子定价在15元左右。”该店销售人员表示。不
过，面对各种创新口味的粽子，年轻消费者更愿意
尝试新奇口味，而中老年消费者更偏向传统口味。

融入习俗传统氛围浓

如今，商家在开展节日营销的同时，更加注重
传统文化的传承。端午期间，各大商场的香包
DIY、包粽子等端午主题活动也将相继亮相。

据了解，为了弘扬端午节的一些传统习俗，今
年端午节小长假，大商金博大店将在超市入口处
进行端午节包粽子比赛；丹尼斯大卫城推出亲子
DIY香包活动；正道花园百货也将进行包粽子比
赛，并开展手工制作香包活动。“通过活动，不仅可
以增加和孩子的感情，还会让大家掌握一些端午
传统技艺，感受到端午传统习俗的乐趣与魅力，既
有趣又有意义。”一位家长认为，这些活动虽然大

同小异，但可以让更多的人积极参与进来，体验端

午传统，这才是端午的味道。

“食粽子、佩香包、赛龙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我们尝试将传统文化融入营销活动，让市民

在逛街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氛围。”正

道花园百货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通过体验互动

活动，还能促进商场人气的提升。

端午节营销是商家不可忽视的促销节点，不

过，如何打动消费者是商家思考的重要命题。行

业人士表示，当下，很多商家开始摒弃浓厚的商业

气息，在节日营销中凸显传统文化，但文化传承不

能仅仅依靠简单的体验活动，商家还需要创新促

销手段，提供给消费者更有价值的服务。

叠加营销销售旺季到

当端午节撞上父亲节、年中庆，郑州消费市场
显得热闹非凡，纵观商家近期动态，端午节、父亲

节、年中庆活动叠加而来，声势浩大的折扣活动，

让人目不暇接。“近期商场活动实在太多了，之前

看中的衣服和化妆品都有促销活动，是时候下手

了。”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的90后小林兴奋地说。

对商场而言，无论是年中庆还是端午节、父亲

节，都是不可错过的营销热点，为了实现销售额增

长，许多商场都会推出各种促销活动来吸引消费

者的眼球，如折扣、返券、满减等。“6月中下旬开

始，为拉大与市内的价格差，我们通过商场补贴品

牌、厂家支持活动，主打全场 1~7折起，折上再享

两件9折、3件 8折。”郑州杉杉奥特莱斯企划部部

长曹胜介绍，年中庆期间，还有很多精彩活动，比

如2018足球宝贝大选、中国电商网络模特大赛河

南区决赛、幸运大抽奖等。

丹尼斯大卫城也适时推出超值优惠，其中，端

午期间，全馆服饰 7折起，消费满 1000元送冰场

门票一张，部分餐饮套餐 8折起。面对这些超值

节日礼遇，不少消费者跃跃欲试，专家表示，商家

大力营销，给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优惠购物时机，

有望掀起一场消费热潮。

节日叠加节日叠加消费升温消费升温

每年端午节，人们都会以插艾
叶、挂香囊等传统习俗来避瘟驱
毒、祈求身体安康。健康始终是人

们关注的话题。记者了解到，端午前
后，是肠胃疾病、中暑、传染病等疾病

的高发季节，建议大家在节日期间注意
饮食健康，外出游玩要谨记预防夏季多发

疾病，快乐过端午。

端午节即将

到来，我市各大

超市、商场处处

洋溢着传统节日

的氛围，各式各

样的粽子琳琅满

目，端午营销活

动也纷至沓来。

从传统节日美食

到 端 午 习 俗 沙

龙、从折扣礼遇

到专享特权，商

家下足功夫招揽

顾客。此外，今

年端午节巧遇父

亲节、年中庆，各

种营销主题“叠

加”亮相，势必将

掀起端午节消费

热潮。

财智汇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在这个古老的节日里，除

了传承节日习俗，赛龙舟、挂菖蒲、插艾叶、喝雄黄酒……你还有怎样的安排？不妨

告别日常的重压，让心灵在旅行中拥有片刻宁静，让身体在假期里享受悠闲自在，在

节日时光，给自己一些从容，“粽”情感受节日的朴实和欢快。

专题策划

今年端午节假期恰逢父亲节，
再加上不少高考学子选择毕业游，
郑州旅游市场分外火热，多家旅行
社表示，目前，旅游市场已进入旺
季，按照消费者预订的旅游产品类
型来看，今年端午期间，乡村游备受
青睐，成为旅行“新宠”。

出行篇

健康篇

消费篇

家有学子
理财功课不可少

随着高考结束，不少考生进入放松状
态，但对家有学子的家长而言，却依然不可
有丝毫松懈。孩子即将出国留学，怎么解
决资金证明等问题？孩子大学费用应该从
几年级开始储备？孩子上大学后需要学会
理财吗？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
理财专家。

本期理财专家 王丹丹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私人银行财富顾问

问：孩子的大学费用需要提前储备吗？

答：高考之后，考生将选择出国留学或
是国内上大学。大学费用在国内一般每年
约5万元，出国的话每年约30万元左右，建
议家长最好在孩子刚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准
备教育金保险，提前为孩子储备好上学的
费用，教育金保险正好起到专款专用，强制
储蓄的作用。同时附加上基金定投，分批
定期买入一只收益稳定的基金，积少成多，
聚沙成塔，分散风险，长期投资，也能为孩
子储备好一笔丰厚的教育金，减轻支出压
力。

假如家长手头有一些暂时不用的资
金，不妨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不仅可以获得
稳健收益，而且期限也很灵活。

问：孩子上大学后该怎么理财？

答：学生时代培养其独立的理财意识，
可以为以后打下理财基础。当孩子离开父
母来到大学，开始自己独自生活，每月会有
父母打过来的生活费，也就相当于大学生
每月的固定“工资”，怎么合理妥善安排自
己的“工资”也是大学生需要掌握的理财知
识。对于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
助学贷款和助学金，并且及时按照约定偿
还，不然会影响自己的征信记录，毕竟以后
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可能还要买房、买车
等。同时，在学业之余可以勤工俭学，不在
于挣多少钱，而是养成正确的消费和储蓄
观念。

若学生的生活费每月还能剩下一些
钱，建议到银行购买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

问：孩子出国留学怎么解决资金证明？

答：对于即将踏出国门选择去国外读
书的孩子而言，资金证明是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之一。如果家长资金不好周转，可以
考虑银行出国留学贷款，用于申请境外学
校、办理留学签证、陪读签证过程中所需
保证金的人民币贷款，满足留学人员所需
资金证明的需求。

在此提醒，家长申请出国留学贷款，
一般需要借款人持有夫妻双方身份证、户
口本、婚姻状况证明、工作收入证明；拟出
国人员身份证、户口本、护照及与借款人
的关系证明，以及申请学校录取/入学通
知书或留学证明等贷款用途证明材料。
此外，出门在外最担心钱的问题。目前，
很多银行针对出国留学群体，专门推出银
行卡，境外取款优惠。

近日，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郑州西区分中
心在华强城市广场举行 4119020232网点喜中顶呱
刮“中国红”25万元大奖宣传活动暨“世界杯该你上
场”大型地推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参与活动的彩
民络绎不绝。

据介绍，这是近一个月内郑州西区分中心辖区
内中出的即开顶呱刮第三个25万元大奖。宣传活动
现场，主持人向在场的群众宣讲了体彩的公益属性
及公益金的使用方向，让更多人对公益体彩有更深
刻的认识，同时，还安排了花式足球、啦啦操、花式呼
啦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类节目。期间，还
进行了关于世界杯的有奖问答，向大家普及关于竞
彩世界杯的相关知识，现场彩民踊跃参加。

另外，体彩郑州西区分中心还于活动当天组织
销售网点进行了顶呱刮即开型彩票的销售、宣传工
作，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彩票的公益性。

体彩郑州西区分中心
举行25万元大奖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苏立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