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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长沙市中心医
院获悉，近期，医院接诊的发生夜间低血
糖的患者增多。长沙市中心医院老年医
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李泽华说，老年
患者发生低血糖，与其生理特点有关。

老年人肾功能减退，激素调节与监控
能力较差，肠道吸收减慢，都导致低血糖
风险增加。在冬季，糖尿病患者更易发生
夜间低血压，糖尿病患者因为控制饮食和
使用降糖药，在冬季能量需求变大时，如果
不能及时获得补充，就更容易发生低血糖，
进一步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造成脑细胞损
伤，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李泽华建议，低血
糖症状表现为出汗、心慌、饥饿感，另外还
有虚弱、头昏、烦躁、皮肤苍白、肌肉颤抖、
视物模糊、思维异常、焦虑、行为异常等问
题，严重者可发生昏迷、癫痫样发作等。
但是患者夜间发生低血糖，往往在睡梦
中，不会像白天那样感到出汗、饥饿，而是
表现为多梦、做噩梦。

冬季
老年人易发“夜间低血糖”

阿里招聘老人年薪40万
广场舞大妈优先考虑

《钱江晚报》消息 16日，朋友圈被一
则特殊的招聘刷屏了：年薪40万，60岁以
上，广场舞KOL（意见领袖）优先。

“什么？我妈薪水要比我高了！”“我妈
要跟我做同事了？”一时间，网友沸腾了。
这则招聘发布于1月16日，来自阿里巴巴
集团社会招聘网站。从招聘网页上看，阿
里对此职位的描述是“淘宝资深用研专
员”。当然，也是有一定要求的。第一条就
是：“60岁以上，与子女关系融洽”，此外还
需要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圈子，在群体中
有较大影响力（广场舞KOL、社区居委会成
员优先）；需有1年以上网购经验。阿里方
面表示，招聘发布后，已收到大量简历，目
前正在筛选中。

菲律宾启动修宪
杜特尔特或可长期执政

海外网消息 菲律宾众议院 16日通
过召集国会参众两院组成修宪委员会的
决议，准备修改1987年制定的宪法，将菲
律宾由中央集权改为联邦制，总统由现
行只能做一任改为可连任一次。

此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称无意
恋栈职位。反对党称，国会众议院提出
的修宪草案，却是在努力为他扫除总统
只能做一任六年的障碍，帮他扩权奠
基。反对党强调，往执政党规划的方向
修宪，杜特尔特就可以在新设的内阁总
理与民选的总统间任意变换身分，达到
永续执政的目标。

剑指中国和巴基斯坦?
印将为前线士兵采购枪支

环球网消息《印度时报》1月17日表
示，印度政府16日批准一项价值354.7亿
卢比的紧急采购枪支计划，将采购共计
16万支突击步枪和近距离作战卡宾枪，
并将其提供给“前线士兵”。

报道说，在印度陆军首次提出购置
新型突击步枪及近距离作战卡宾枪的要
求的 13年后，他们的这一愿望终于有望
实现，“最起码对于驻守在中印边界及印
巴边界的士兵来说是这样的”。

韩国法院批捕涉嫌受贿
数亿韩元的李明博亲信

中新网消息 据韩媒17日报道，韩国
前总统李明博的亲信、前青瓦台总务企
划官金伯骏因涉嫌收受国家情报院数亿
韩元非法资金，于17日凌晨被捕。

报道称，金伯骏涉嫌违反《特定犯罪
加重处罚法》上的造成国库损失、行贿等
罪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负责签发逮捕
令的裁判部表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犯罪
嫌疑人的罪行，且嫌疑人有毁灭证据或逃
脱之虞，因此决定签发逮捕令。据悉，金
伯骏是李明博的亲信。他曾在前总统李
明博在职时期负责管理李明博的财产和
家庭事务，因此也被称为李明博的管家。

韩国检方最长可逮捕金伯骏 20天，
其间将重点调查是否有更高层人物犯
案，且不排除直接调查前总统李明博的
可能性。检方已经确保李明博当时了解
国家情报院提供贿赂情况的陈述。

铁警破特大制售春运假票案
每张成本3元卖20元

中国青年网消息 1月 16日，南京铁
路警方再次破获了一起特大制售春运假
票案件，当场缴获假火车票2725张，票案
价值高达44万余元，这是铁警开展“2018
猎鹰打票贩”专项行动以来破获的最大
的一起制售假火车票案件。

今年1月初，南京铁路公安处“蓝盾”
打票贩小分队民警在网上开展巡控时，
无意中发现一家名为“废旧收藏”的淘宝
网店，上面有出售火车票的字样。

这家淘宝店的客服表示，只要提
供身份证号码，可以根据买家的寻求
量身定制火车票，并快递上门。民警
发现这家淘宝网店藏有猫腻，通过秘
密侦查，循线追踪，最终锁定了这家淘
宝店主背后的老板姓朱，暂住在江苏
常州某小区内。1 月 16 日 15 时许，民
警赶赴目的地，在家中将朱某当场抓
获。经清点，票案价值高达 44 万余
元。朱某说，火车票成本 3 元，一般他
卖 20 元，每张盈利 17 元。到他这里来
买假火车票的顾客动机各有不同，大
部分顾客都是为了公司出差报销用，
也有少部分的顾客花小钱专门定制
2000 多元一张的高铁商务座位票发微
信朋友圈进行炫富。

据新华社电 针对有网帖称“捐赠机构
收30万元善款‘冰花男孩’仅得500元，无
法保证把捐款全部用到孩子手上”等传言，
云南省昭通市青基会、鲁甸县教育局16日
表示，“青春暖冬行动”将帮助更多寒潮影
响较为严重地区的家庭经济困难青少年、
留守儿童，并非为个人设置的捐助活动。

记者从昭通市青基会办公室获悉，
截至15日15时，昭通市青基会收到3579
笔善款，共计 503067.74 元，每一笔捐助
款项均在官方微信公号公布。

云南昭通回应捐赠质疑
善款将帮助更多冰花男孩

偷狗男子威胁狗主
被狗主人撞死

《法制晚报》消息 1月15日15时许，
在江苏扬州新坝吴桥加油站附近，一名
疑似偷狗的男子被面包车撞倒身亡。

据事发视频显示，一辆面包车撞上
了一名骑着摩托车的男子，男子被撞倒
在路边店铺的玻璃上，当场没有了生命
体征。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当天下午，
一名骑摩托车男子在扬州广陵区李典镇
长生村偷狗时被狗主人发现，狗主人要
求其将狗放下，但男子并未收手，反而威
胁狗主人说“你敢追，我就拿针毒你”，随
后驾车扬长而去，狗主人马上驾驶面包
车追了上去，接下来悲剧的一幕发生了，
狗主人将偷狗贼撞死。现场在摩托车
上，还有死狗、弓弩和毒镖等物品。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17日发
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就当前司法实践
中争议较大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作
出明确规定，并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
平衡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共
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
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
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
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
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
表示的除外。

最高法发布新司法解释
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

3岁女娃录节目舞台上睡着
萌翻全国网友

新浪网消息 舞台上的小朋友正在
跳舞，忽然，观众开始爆发出笑声，原来，
一个宝宝趴在舞台上睡着了……

据澎湃新闻11日报道，事情发生在1
月 6日下午，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名 3岁女
童因为早上6点就起来排练，结果在录制
节目时犯困，直接趴成小小的一团，睡了
过去……辅导老师和妈妈上台把她叫醒
的那一刻，台下的叔叔阿姨都快笑疯了。
然后，叫醒之后的宝宝，又一次睡着了。

视频流传开来之后，一部分网友喊
萌，另一部分网友却批评家长让孩子起
那么早，太累了。对此，不少网友认为这
种观点太上纲上线，毕竟，大家小时候都
起得很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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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150元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空
调、家具拆
装等。

吊车、
叉车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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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运通车检
电话：0792-8929666 18162121088
地址：市汽车工业园安顺路005号（昌河厂旁）

安检、环检、保险
一站式服务

小分类
大市场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刊登
热线

我司招聘九江至昌北机场定制客运（7座商务车）驾
驶员6名。
具体要求：持有C证及以上驾照、有从业资格证、三
年内无责任交通事故、无违法犯罪记录、熟悉九江城
区道路、能迅速规划“门到门”接送旅客路线、遵规守
法、品行端正、团结合作、职业素质良好。
待遇：保底工资+各项奖励收入约3800元/月，试用
期2个月，一经录用，公司统一办理五险一金。
联系电话：13803569467 联系人：李先生

九江长运集团公司高速
客运分公司招聘启事

招
聘

水电维修工若干名，年龄60
岁以下，男性，身体健康，月
薪3000元，每周休息一天。
联系人：程经理 13507023867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市三中附近宾馆（18间房），地段好，装饰新，客
源足。13979218582许，13970205045杨

宾馆转让

地址：九江市沙子墩庐山路193号
诚招九江地区各县加盟商诚招九江地区各县加盟商1510702160215107021602

更多资料请来电或上门咨询……更多资料请来电或上门咨询……
节假日照常上班

兰老师兰老师::1837011206118370112061可微信可微信
梅老师梅老师::1837011206018370112060可微信可微信
竹老师竹老师::1837011206218370112062可微信可微信

免费注册：www.jjhnw.com
牵手红娘
061172，未婚男，1985 年 12 月出生，身高
1.72米，大专学历，九江市人，有车有房（多
套），昌河汽车厂技术员，斯斯文文，彬彬有礼。
诚觅：1986年一1993年出生，高中以上文化，
善良贤惠的未婚女孩牵手一生。

R

都 市 情 缘
没有婚托的婚介

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95668 会员，未婚女，89年，160cm，九江人，
中专，幼师，独生女，温柔端庄，甜润可人。觅：
有相对稳定职业，已备婚房的男生。
96963未婚女，89年，160cm,平面设计师，月
薪3000元，白皮肤，鹅蛋脸，小家碧玉，具有东
方女性古典美，喜爱书法、绘画。觅：有缘人。

网址：WWW.0792love.com
百合老师：8123820 QQ：2224386035
肖总电话：13879260948（可加微信）
地址：烟水亭电信营业厅附近大交通巷三楼（大华牙科旁）

黄铂金，名表，名包，钻石首饰，手机
数码，各类奢侈品，快速变现。诚信
经营。手机/微信:13007293590

高价
回收

十里转盘，无转让费，208平米
电话：15180629428

门面出租

招
租

烟水亭对面临街旺铺，黄金地段
一二三层共4000平米招租，整
租分租均可。
联系人：石先生 18296237944

出
售

学区房，高档小区，
靠湖靠沃尔玛靠医
院火车站，生活便
捷，拎包入住。面积

86.22平米，85万，联系
电话13707927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