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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 型禽流感

H7N9 型禽流感是一种新型禽流感，于 2013 年 3 月底在上海和安徽两地率先发现。H7N9

型禽流感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

统，并且至 2013 年 4 月初尚未有疫苗推出。被该病毒感染均在早期出现发热等症状，至

2013 年 4 月尚未证实此类病毒是否具有人传染人的特性。

2013 年 4 月经调查，H7N9 禽流感病毒基因来自于东亚地区野鸟和中国上海、浙江、

江苏鸡群的基因重配。截至 2013 年 4 月 25 日，全国共报告 110 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 23

人，康复 14 人，其余 73 人正在各定点医疗单位接受救治。病例分布于北京（1例）、上海

（33 例，死亡 12 例）、江苏（24 例，死亡 4 例）、浙江（42 例，死亡 6 例）、安徽（4 例，

死亡 1 例）、山东（1 例）、河南（4例）、台湾（1 例）8 省市。2013 年 4 月 24 日，江西发

现首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疑似病例。

预防小贴士

1、加强体育锻炼，注意补充营养，保证充足的睡眠

2、尽可能在正规的销售禽流感疫情场所购买经过检疫的禽类产品。

3、尽可能减少与禽类不必要的接触，尤其是与病、死禽的接触

4、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加强室内空气流通，每天 1～2次开窗换气半小时。

5、不要轻视重感冒，禽流感的病症与其他流行性感冒病症相似

6、家养鸟儿要免疫，不放养。不捕捉野生鸟类，或者与野生鸟类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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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近距离与观赏鸟类直接接触 ，不生吃禽产品(如鸡蛋),

禽产品要煮熟透

8、勤洗手，远离家禽的分泌物，接触过禽鸟或禽鸟粪便，

要注意用消毒液和清水彻底清洁双手。

9、学校及幼儿园应采取措施，教导儿童不要喂饲野鸽或

其他雀鸟

食物预防
应该注意到：由于某些食物预防仅仅能通过增加机

体营养成分而提高成功预防疾病的概率，并不能确切针

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预防，所以以下所谓的食物预防

均未经临床实验证实且有主观臆断之嫌，请有过敏体质

人群慎重考虑。

1、大蒜：大蒜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可保护肝脏、调节

血糖，保护心血管，抗高血脂和动脉硬化，抗血小板凝

集。营养学专家发现，大蒜提取液有抗肿瘤的作用，建

议每日生吃大蒜 3—5克。

2、芦荟：芦荟与金香、大蒜、洋葱、野百合一样属于

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干燥炎热的地区，

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可清热排毒、缓泻、消炎抗菌，增

强免疫力，还可护胃保肝和护肤美容。

3、香菇：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香菇多糖可提高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还可促进 T淋

巴细胞的产生，并提高 T淋巴细胞的杀伤活性;

4、番茄：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及少量的蛋白质。有促进消

化、利尿、抑制多种细菌作用。同时研究得出，番茄内含有可产生维生素 A的类胡萝卜素，

主要是α-胡萝卜素和β-胡萝卜素。一段时间摄取番茄汁，体内番茄红素会明显增加，同

时 T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得到增强。

5、新鲜萝卜：因其含有丰富的干扰素诱导剂而具有免疫作用。

6、新鲜蜂王浆：含有王浆酸和抗菌活性物质，具有很强杀菌、抑菌作用，有效提高和增

强人体免疫功能。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想大家对于这种新型病毒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段时间也尽量少吃

肉类食品，多吃些蔬菜，增强抵抗力。.饮食要清淡：由冬季的膏粱厚味转变为应季时蔬

的清温平淡。如：菠菜、蒜苗、香葱、小油菜等。饮食宜多甘少酸：春季宜吃甘味食物，

以健脾胃之气，温补阳气；肝主升发，与春相应，酸入肝，少食酸性食物，既防阳气生发

太过，又能养肝，提高抗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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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技巧

企业为什么要面试？这是企业了解应征者对工作态度以及身在社会中一些必备常识

的最好方法，如果一问三不知，是没资格当社会中坚份子的，假若想要有立即回答的本事，

那么平常就应多注意媒体报导，特别是关于希望进入业界的消息！在笔试、面试和实地考

察等招聘方式中，面试是反映应聘者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下面是一些经典的常见面试问

题，虽然每家公司的问法都是千变万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掌握了常规的方法技巧，面试当然会马到成功的。

面试技巧和注意事项和实战经验

( 1 ) 要谦虚谨慎。面试和面谈的区别之一就是面试时

对方往往是多数人，其中不 乏专家、学者，求职者在回

答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时，切不可不懂装懂，不明白 的

地方就要虚心请教或坦白说不懂，这样才会给用人单位留

下诚实的好印象。

( 2 ) 要机智应变。当求职者一人面对众多考官时，心

理压力很大，面试的成败大 多取决于求职者是否能机智果断，随机应变，能当场把自己

的各种聪明才智发挥出 来先，要注意分析面试类型，如果是主导式，你就应该把目标集

中投向主考官， 认真礼貌地回答问题；如果是答辩式，你则应把目光投向提问者

( 3 ) 要扬长避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不足，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专业上 都是

这样。因此在面试时一定要注意扬我所长，避我所短。必要时可以婉转地说明 自己的长

处和不足，用其他方法加以弥补。

( 4 ) 显示潜能。面试的时间通常很短，求职者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才华都展示出 来，

因此要抓住一切时机，巧妙地显示潜能。

( 5 )要保持”平常心”。在竞争面前，人人都会紧张，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面试时你紧

张，别人也会紧张，这是客观存在的，要接受这一客观事实

( 6 ) 不要把成败看得太重。”胜败乃兵家常事”要这样提醒自己

( 7 ) 服饰要得体。就服饰而言，应聘者在去求职面试前，必须精心选择自己的服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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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诈骗
最近，各种大学生被骗案件层出不穷，我们应该具备基本的辨别

能力，预防诈骗

一．短信诈骗

案例 1

嫌疑人向学生家长发送手机短信：“你的孩子已被

绑架（或者出车祸），赎金（或者急需医疗费）XXXXX 元”，

由于嫌疑人选择学生上课时段手机处于关机，家长联系

不到学生，救孩子心切，随后一步步被嫌疑人骗其将钱

打入指定账户或放到指定地点。 遇此情况，要先联系

学校老师，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

二、代销产品或车票为名诈骗

案例 2

嫌疑人到学生寝室，让学生成为某产品的直销员或

校园代理等，底薪若干，每销一件提成若干。然后先让

学生交押金若干，留下产品若干。 其实，所谓的产品大多是劣质产品，根本无法销

售，也远远不值交去的押金。事后联系，根本联系不上对方。

三、网络诈骗

案例 3

嫌疑人盗取他人 QQ 号码或购买被盗取的 QQ 号及密码，随后冒充原 QQ 号码主人向其

好友名单内好友发求助信息，比如借钱之类的，骗取受害人的信任，实施诈骗。“高明”

的诈骗者甚至可以截取被盗者的在线视频录像，他人好友怀疑时，诈骗者把录像通过在线

视频给对方看，以取的他人信任，使诈骗成功。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4444： 诈骗份子在网

站上发布虚假信息或利用电子邮件向消费者发送虚假广告，虚构销售市场，受害人付款后

却收不到商品或收到与卖方承诺不一致的伪劣商品。诈骗份子还会利用受害人在付款后未

受到货的“不甘”心理，继续索要押金、保证金、手续费等各种费以骗取更多钱财。

大学生应该怎样防止诈骗

在交朋接友中，一定要注意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在与不熟悉或身份不明的人员接触时，

谨慎言行，提高警惕；在日常生活中，要作到不贪图便宜，不谋取私利；在提倡助人为乐、

奉现爱心的同时，要增强辨别力，不能轻信花言巧语；不要把自己的家庭地址、亲朋好友

的个人信息等情况随便告诉陌生人，以免上当受骗；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择业；发现可疑

人员要及时报告，上当受骗后要及时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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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四年，好后

悔，有没有啊！？

考研！Fight！

学弟学妹们~

好好学习哟 祝我自己

考研成功~

那啥，图书馆咖

啡厅我才去了

一次.........

愿大家都能快乐

地度完大学最后

的幸福时光~

学长~以后出来

记得要罩我们

哈~

祝求职的学长学姐

求职顺利，祝考研的

学长无压力被录取~

学长学姐放心离

校吧，常大有我

们撑着~

好好学习，四年后不要

只留下一道孤单的背

影，树立好我们这一届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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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 13 斤的倒满，然后用 13 斤的倒满 5斤，这时 13 斤中就有 8斤，也就是

1/3 了，将这些到如 11 斤容器中。再用 5斤和剩余的倒满 13 斤的，重新来一

次，就完成了。

从杰克的猜测中，我们可知只有"汤姆斯买的肯定不是皇冠车"这种猜测是正确

的，那么他买的就只能是本田或奔驰。吉米应该买的不是奔驰，只能是皇冠或

本田，那么吉米买的是皇冠车，瑞恩买的是奔驰车，汤姆斯买的是本田车。

红色 A看到一红一蓝，回答不知道。B通过 A的回答，猜测 A看到 2红或一

红一蓝。如果 B看到 C 戴蓝色的头花，代表 A看到一红一蓝。B就能推断出自己

戴红色的头花。如果 B看到 C戴红头花，B就不能推断自己戴什么色彩的头花。

也就是说 B回答不知道，代表 B看到 C戴红色的头花。所以 C就知道自己戴红

头花。

打开第一个开关，时间久一些致使这个打开的灯会有很高的温度；关上第一个

开关； 打开第二个开关，直接进去隔壁房间； 亮着的是第二个开关控制的，

用手摸一下剩下的那两个灯，热的是第一个开 关控制的，冰的是未打开的那

个开关控制的。

上期推理答案

本期推理

◎ 将 2，4，10，10 四个数，用四则运算来组成一个算式使结果等于 24。

◎ 用积木摆成金字塔形，最上面一层有一块积木，第二层有三块，以此类

推，那么一个 3层的金字塔需要 10 块。请问一个五层的金子塔需要多少

块积木？

◎ A、20；B、25；C、30；D、35

◎ 一位旅行家打算单枪匹马地徒步横穿一片沙漠。这沙漠里绝无资源。这次

行动全程 100 千米，途中每 20 千米处有一个躲避风雨的落脚点。（20 千

米正是一名旅行者在一天中所能步行的距离。）这位旅行家随身只能携带

3天的口粮。他可以把粮食存在那些落脚点，而且只能存在那儿。他穿越

这片沙漠需要要多少天呢？

◎ A、10 天；B、12 天；C、15 天；D、16 天

◎ 一年一度的推理聚会又要开始了，这次主办方杨会长却给每个参加聚会的

人发了一张奇怪的邀请函，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1清晨的阳光被完美的

切割 2当带着海风气息的女神降生的时刻 3我将与您一同俯瞰秀丽的东

方莫斯科。请问，聚会的日期，时间，以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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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给了我黑色的鼠标，我却用它游戏

到天明。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老是在那里跌

倒，我怀疑那里有个坑！

暗恋是成功的哑剧，说出来就成了悲

剧！

左脑全是水，右脑全是面粉，不动便罢

了，一动全是浆糊。

在职场中就应该像柯南那样，有一种我走到哪就让别人死到哪的霸气。

短信听不到语气，电话看不到表情。其实，我没生气你当真了；我在笑呢，你看不到

吧；

人生——-上学了…下课了…放学了…放假了…毕业了…老了…后悔了…死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青天说：滚，我这么忙，哪有时间理你，自己看天气预报

去！

2B 不只是铅笔，还有你。

有事直接奔主题，不要拿你的无知，挑战我的黑名

单。

贱人永远都是贱人，就算经济危机了，你也贵不

了！

如果我的人生是一部电影，你就是那弹出来的广

告。

猛的一看你不怎么样，仔细一看还不如猛的一看。

把你栽到花盆里让你也知道知道什么是植物人！

让我在这里低调的喊一句，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

与，你的未来打死我也不想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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