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到，南瓜俏”秋天气候干燥，而
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对改善秋燥症状
大有裨益。同时，南瓜还含有丰富的糖类
和淀粉，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能够增强机
体免疫力、补血美容、预防中风高血压，还
能保护胃黏膜、帮助消化。所以，秋季南瓜
正当时，赶紧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南瓜的
美味食谱吧！

生活与法

临近国庆，越来越多的人换上带有国
旗的头像，毕竟这一周的“工作重点”就是
等待国庆。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
爱，本无可厚非。

但是，不少公众号借用国旗头像作为
营销吸粉的手段，还有人用此进行诈骗，无
疑触犯了相关规定，目前已被封号。本次
公众号违反国旗法的事并非个例，近年来，
违反国旗法的案例还有许多。

这些行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违
反国旗法的，严重的还会违反刑法。关于
国旗法，你了解多少呢？今天就来一起涨
知识吧。

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

某饭店老板十分喜欢国旗，恰逢国庆，
想在店内加些国旗元素，不仅在门口悬挂
了国旗，还将菜品上印上了国旗图案。殊
不知该项行为已经违法。

解析：我国国旗法规定，国旗及其图案
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

动。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使用或者变相使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歌、国徽，军旗、
军歌、军徽。将国旗图案印在菜品上属于商
用。此外，将国旗图案印在包包上进行售卖，
将国旗制成衣服等也属于违法行为。

谁可以制作国旗

国庆节期间，老王想自己亲手做个小
红旗烘托一下气氛，想象着走在街上拉风
的场景，该想法一说出就被身边人制止了：
那可不行，国旗不是谁都能做的。

解析：国旗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国旗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企
业制作。任何个人无权制作国旗，临近国
庆，大街小巷挂满了国旗，千万不要悬挂自
己制作的国旗。

悬挂国旗的正确位置

一家商场大门顶部平日一直悬挂带自
家商标的旗帜，临近国庆决定在门口挂上
国旗，新入职的员工小李直接在原有的商

家旗帜旁边悬挂国旗，却不知道这一行为
已经违反国旗法。

解析：升挂国旗，应当将国旗置于显著
的位置。如果碰到国旗要和其他旗帜挂在
一起的时候，一定记得要让国旗成为最中
心、最明显、最光彩夺目的那一个。如果是
在外事活动要挂多国国旗的时候，那就按
照外交部的规定或者国际惯例升挂国旗。

悬挂国旗的正确方式

一所学校升国旗时绳索出现故障，国
旗还差一点未到顶端，负责升旗的人员觉
得这是小事，等下午有空再修理，也未将此
事上报，就这样国旗悬挂了一天。殊不知，
这样的行为也是违法的，国旗一定要慢慢
地升到最顶端，差一点都不是最顶端。

解析：不得升挂破损、污损、褪色或者
不合规格的国旗。而且挂的地方要选好，
一定要让国旗得以舒张，不能被攒成一团
或者展不开。如果是用旗杆升国旗的时
候，国旗一定要慢慢地升到最顶端，降旗的

时候，不能让国旗碰到地。

侮辱国旗的后果

吴某携带剪刀至某小区内，剪破、损毁
悬挂于各楼栋门前国旗，并将部分损毁的
国 旗、旗 杆 丢 弃 在 小 区 道 路 及 垃 圾 桶 等
处。并未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其行为已
构成侮辱国旗罪，触犯刑法。

解析：我国刑法规定，在公众场合故意
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国旗法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
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
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
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国旗是国家的象
征，一起守护我们最鲜艳的五星红旗！

（据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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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头像刷屏 关于国旗的这些法律点你知多少

美味椒盐南瓜

材料：南瓜 500 克、鸡蛋 1 只、葱和姜末共
10 克、面粉 30 克、胡椒粉 1 克、精盐 6 克、味精 1
克、干淀粉 10克、五香粉 2克、油 500克

做法：1.将南瓜洗净，去皮及籽，切成 5 厘
米长、1 厘米宽的条，放在碗内，放入精盐、味
精、葱末、姜末腌制约 10分钟;

2.鸡蛋磕入碗内，加入面粉、淀粉、精盐、味
精，搅拌成厚糊；

3.炒锅上火，放入油烧至五成热，把腌好的
南瓜条逐条沾上蛋糊，放入油锅内炸成淡黄
色，捞出沥油;

4.炒锅复上火，锅内留少许油，放入葱末、
姜末炸出香味，倒入南瓜条拌和均匀，放入胡
椒粉、五香粉拌匀，装盘即成。

百合南瓜汤

材料：净南瓜 100 克、百合 30 克、枸杞 5 克、
红枣 3个、白糖 30克、盐和味精适量。

做法：1.南瓜洗净切小块，百合洗净剥开；
南瓜放进瓦锅里，加水；

2.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 10分钟；放入百合、
杞子、枣子，再煮10分钟；吃时调入蜂蜜即可。

南瓜芝麻球

材料：糯米粉200克、砂糖15克、白芝麻适量。
做法：1.南瓜去皮去瓤洗净，蒸熟后捣成泥；
2.南瓜泥放凉后，加入砂糖、糯米粉和成均

匀的面团；
3.将面团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搓圆后

放到芝麻里面来回滚几下，直到面剂子都均匀

地裹上芝麻；
4.油锅烧到四、五成热时，将裹好芝麻的圆球

沿着锅边滚进油锅里面，待油锅烧开后转小火，
待芝麻球开始上浮后，轻轻地反复按压几次，这
一步是保证麻球空心和成品是否圆的关键。油
量一定不要太少，至少得保证没过芝麻球；

5.待麻球炸制金黄、体积变大即可出锅了。

南瓜红枣排骨汤

材料：南瓜 700 克、猪排骨 500 克、干红枣
100克、干贝 25克、姜 3克、盐 3克。

做法：1.南瓜去皮去籽，洗净切厚块；
2.排骨放入滚水中煮 5分钟，捞起洗净；
3.红枣洗净，去核；
4.干贝洗净，用清水浸软；
5.水 11 杯 或 适 量 放 入 煲 内 煲 滚，放 入 排

骨，将干贝，南瓜，红枣，姜煲滚，慢火煲 3 小时，
下盐调味。

油炸南瓜饼

材料：南瓜适量、糯米粉适量、白糖适量、
菜籽油适量、黑芝麻适量。

做法：1.南瓜去皮切片，蒸熟。（南瓜跟糯米粉
和糖没有具体比例，糖按照个人口味加入）；

2.南瓜酱跟糯米粉混合，边和边加粉，直到
合适的软硬度。不粘手不干裂就好；

3.和成光滑的面团。揪出合适的分量，搓
圆捏扁，粘上黑芝麻；

4.热锅放菜籽油，以南瓜饼能浮起来的深度。
油热到放木筷子下去能听到的嗞嗞响就可以放南
瓜饼炸制了。炸到浮起来，并且鼓成圆的，两面酥
脆，就可以捞起来沥油了。 （据钱江晚报）

至味

秋天到 南瓜俏 这些南瓜美味食谱快收藏

（请本版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略奉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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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假 这几个地方不能错过

柴河——月亮小镇

你 问 我 爱 你 有 多 深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柴河的月亮小镇，位于大兴安岭中段
腹地的苍茫林海中，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
地方。这里古树婆娑，随风起舞；高山上的
月亮天池，池水碧蓝，清澈，一阵风吹来，两
边的芦苇摇曳，叶子沙沙作响。林中飞奔
的鹿，树上跳跃的松鼠，田地边躁动的野
猪，与一旁静静开放的金莲花、野玫瑰等，
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原始画卷。月亮天
池，传说是 500 年前，天上的仙女下凡游玩
时，落下的梳妆镜所变。她既没有出口，也
没有入口，下雨时不涨水，旱季也不干枯，
她是世界上罕见的、最具满月姿容的天然
高山天池。黄昏时，山下成群的牛羊在牧
民声声叫唤中，朝着同一个方向，不紧不
慢，乖乖地回家。月亮小镇，人与物、人与
景相融，这就是万物一体的合一之境。

景宁大漈——三透天

“万山随地耸，一水拍天浮”，景宁的云
中大澯，藏在海拔 1030 米的高山盆地内。
这里丘峦多姿，景致宜人，群山环绕，烟雾
弥漫，是为“云中桃源”。你来，或者不来，
1500 余年的柳杉王，都在这里；她高耸入
云，顶部早已枯死，却依然屹立不倒。始建
于南宋时期的时思寺，里面没有菩萨，可人
一进去，庄严、肃静的感觉就将你围绕。在
这里，多呆一会儿，人仿佛进入空灵之境，此
时，呼吸不由自主的慢下来，只听到自己心
跳的声音。“未到雪花祭，不算畲乡行”。雪
花澯的瀑布从 70 余米高的山顶一泻千里，
奔赴而下，在中途被岩石一分为二，就成了
一个大大的“人”字，溪流再向下汇聚成一个
小小的深潭。就在潭下听水声吧，“哗啦
啦”，“哗啦啦”，好像是水精灵在唱歌。

八美——石林景观

八美到底有多美？宁静之美，佛光之
美，震撼之美……八美土石林是国家 4A 级
景 区，隐 藏 在 四 川 省 道 孚 县 以 南 的 八 美
镇。八美石林或蜿蜒于河谷，或穿越于草
原，或翻越于山脊。夏天青山滴翠，碧草野
花如茵，石林就像是远远地搁在五彩地毯
上的宝石。秋天，满山的金黄衰草，火红槭

木，石林又似浴火中的新生。她们有的孤
傲挺立，一柱擎天；有的插入沟谷，好似定
海神针；有的状若金字塔，令人时空迷离；
有的如神钟倒扣，巧夺天工……登上石林
观景台，整个石林景区群峰汇聚、千峰竞
秀，蔚为大观。

雷波县马湖——媲美泸沽湖的秘境

马湖，没有马，只有故事。《三国演义》
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这里是小凉山深处一颗璀璨的风景明珠，
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境内。深山里
的马湖，是四川第三大天然湖泊，湖的三面
环山，风光秀丽。东、南、北，山色各有千
秋。有的如骏马归巢，有的似蛟龙翻滚，三
山又似马湖的贴身护卫，守护着马湖里的
一汪无污染的清水。晨起，在湖边散步，看
青山如画；白天湖边垂钓也可，坐游轮游湖
也行，要不下湖戏水，又或者去金龟岛上的
海龙寺参拜孟获神像。在马湖，马马虎虎
过日子，轻轻松松，无忧无虑。

党岭——最经典的徒步线路

层层叠叠的山峰，氤氲在缭绕的烟波
里，忽明忽暗；蜿蜒盘旋的山路两旁，野花
烂漫、古树参天；再穿过一片幽深而神秘的
原始森林……你来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
方——党岭。这里尚未开发，这里完全免
费。来党岭，爬一爬红军长征时翻越过的
海拔最高的雪山——党岭雪山。一路上都
有红军走过的指路牌，走到山顶，眺望远
处，只见云雾环绕，山峰若隐若现，如同仙
境一般。走累了，停下来，泡泡党岭山上的
温泉。纯净、天然的温泉水，浸润着你的肌
肤，一时全身舒畅。晚上，在一大一小形似
葫芦的“葫芦海”边，搭个帐篷，看月光照亮
世界，看天上的银河，看洁白的雪山……此
时，徒步的疲惫感一扫而光，在这里哪怕只
住一宿，也会感叹，人间太值得。

大海草山——云南的新西兰

云南会泽大海草山在滇东北巍峨的乌

蒙山上，这里山花烂漫，这里绿草如茵。花
开时节，牯牛峰下的万亩杜鹃，争奇斗艳，紫
色、红色、白色、黄色的杜鹃，五彩缤纷，人置
身花海，花比人娇，人比花艳。佛光是大海
草山最为神秘的绝景。大海草山，最多的当
然是草啦。一望无际的草，蔓延至天边，随
便找一处，慵懒地摊开四肢仰面躺下，看看
天上的白云，闻闻花草的清香，以天为被，化
地为床，你就是这里的王。慵懒够了，你也
可以使劲的撒泼打滚，或跳跃、或奔跑；摆个
Pose，拍个美照，今天，你可以使劲地发圈，
羡煞他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景须亲
临。躁热的夏天刚刚过去，“秋老虎”又来
了，这大半年辛苦打拼，悬着的心不曾放下
过，紧绷的神经不曾轻松过，前进的脚步没
有停下过，终究有些疲惫了吧？

所以出发吧！趁着天高云阔，秋风送
爽，花正好，月正圆，给自己放几天小假。
去隐世仙境，吸收天地的灵气，补充能量，
休整身心，为更好的下一程打拼做准备。

（转自微信公众号/走着瞧旅行）

黎金花

刘 欣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炎症性肠病，其病因尚
不明确，但病程漫长且反复发作。根据美国一项
新研究，多吃核桃可对溃疡性结肠炎起到预防和
治疗作用。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的联合研
究小组进行了一项小鼠实验。研究人员持续两周
给患上溃疡性结肠炎的小鼠喂食核桃，小鼠每天
食用的核桃量占其日常饮食的 14%。结果发现，
摄入核桃的小鼠结肠黏膜修复功能得到显著增
强，溃疡性结肠炎发作所导致的结肠损伤比未摄
入核桃的小鼠少得多。此外，小鼠食用核桃后，排
泄物中的代谢产物发生了变化，这一现象可能构
成了肠道保护的一部分。研究报告发表于《营养
学》杂志上。

该研究领导者丹尼尔·罗森博格博士指出，核
桃中的大量天然化合物和植物化学物质已被证明
具备多种健康益处，包括抗炎及抗癌功效，推荐溃
疡性结肠炎患者每天食用 20~25 个核桃。下一
步，研究团队将深入查明核桃对其他类型炎症性
肠病的有益影响。 （林帆）

多吃核桃修复肠道

对健康的维护，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老年朋
友平时应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加强保养，防微杜
渐。建议大家多观察身体的 5个部位。

脚踝。当脚踝处有明显浮肿，说明体内气血
两亏明显，血液运行速度也已明显减慢，经络淤堵
严重。建议避免一切寒凉食物，多吃补血、补肾食
品，让血脉运行加快，才能从根本上祛除水肿。也
可经常按摩、热敷、艾灸，帮助消肿。

双眼。如果老人满眼红血丝，说明血液循环
不畅，建议活动一下头、颈、肩部，疏通上肢血流。
注意多闭目养神，让眼睛充分休息。如果眼白泛
黄，可能是肝、胆出了问题；眼圈黯沉发黑，可能是
压力过大或过度疲劳。注意少熬夜，多吃全麦食
品是消除黑眼圈的好办法。

脖子。当颈静脉在锁骨与下颌之间的距离超
过 2/3，或在半平卧时静脉隆起的程度较大，表明
心房的压力在增大。一般原因有三，一是患上心
脏类疾病，如风湿性心脏病等；二是右心房的压力
出现问题，心脏血液循环不畅，致使静脉膨胀；三
是上腔静脉综合征。

胸部。老年女性要经常观察自己胸部。如果
触摸感觉乳腺出现比其周围稍厚的组织，界限不
清，难以测出其确切大小，临床上一般多诊断为“增
生”。如果增厚组织长期存在，必须予以重视，以防
癌症。此外，还要观察是否有乳腺皮肤改变、乳头
内陷等情况，如有此类变化，及时去医院检查。

腋窝。如果腋窝、颈部和腹股沟出现暗斑，多
为黑棘皮病。有些糖尿病患者会出现黑棘皮的情
况，尤其是年龄较大或肥胖者，更易发生，后颈处、
腋下、膝盖等部位颜色发黑，无法清洗，其实与胰
岛素分泌不正常有关。如果自身还不清楚是否有
糖尿病，但却出现了黑棘皮的症状，建议及早到医
院进行糖耐量检查。 （据人民网）

常自查五个部位 防病变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秉阳）随着夏秋换季，
很多人开始流鼻涕、打喷嚏、鼻子痒，且短期无法
缓解。专家提醒，这可能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而且如果不好好控制，可能导致鼻窦炎、分泌性中
耳炎等并发症，少数人甚至会发展成为哮喘。

北京广安门中医院综合科医生郭玉娜表示，
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也叫花粉症，多在春秋两季发
作，多数都和树木、杂草花粉有很大关系，此外还
有冷热交替的因素。每当季节变化时就出现鼻
痒、打喷嚏、流清涕、鼻塞等典型症状。

如何预防过敏性鼻炎？郭玉娜表示，在日常
生活中要避免接触已知或可疑的过敏原，特别是
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在户外活动时要佩戴口罩、眼
镜，减少过敏原接触。回家之后用正规的鼻腔冲
洗器和生理盐水进行鼻腔冲洗。

居家环境也是预防过敏性鼻炎的重要环节，
她建议家中保持干燥、整洁，经常晾晒衣被，减少
尘 螨 及 霉 菌 感 染，有 条 件 的 话 还 应 进 行 空 气 净
化。此外还应积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合理饮
食，避免食用过多生冷及高蛋白食品。

用药方面，郭玉娜建议尽早足量足疗程进行
药物控制，否则过敏性鼻炎会复发频繁，导致疾病
快速进展。

夏秋换季鼻炎高发 专家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