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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钾怎么补
贵报 5 月 9 日健康版刊
登《身体发出 6 个信号可能缺
钾了》一文，
我感觉疲劳、
便秘
等几种症状我也常有，请问
平时如何补钾？
（甘 肃 兰 州
王永和 71 岁）
编辑曹虹回复：成年人
每天推荐摄入 3600 毫克钾，
在排除病原性低钾血症的基
础上，
其实只要在饮食方面稍
加留意就能满足钾的摄入。
最好的补钾来源是绿叶蔬菜、
菌藻类和薯类（土豆、
红薯、
白
薯、
山芋、
芋头、
山药等），
以及
水果（香蕉、
哈密瓜等）和豆类
（黄豆、红豆等）。另外，建议
使用低钠盐来替代普通盐。

“面临着 2.5 亿以上的老
年群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鲁晓明在
去年年底以法学院为依托成
立了研究院，专门对老龄社会
的法治问题进行研究。据《广
州日报》近日报道，尽管鲁晓
明在老师中进行了动员，但该
研究院实际上至今只有他一
人是全职。而目前全国也只
有两个老年法的学术机构，且
都还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研究。
一所正规全日制大学成
立的老年法研究院只有一位

全职研究者单打独斗，听起来 的法律体系对老年群体不仅 一些规范性文件。在此情况
颇为落寞。但从老龄化程度 覆盖面广，而且分类细致，光 下，我国亟待加快应对老龄化
不断加深的现实来看，鲁晓明 是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需 的立法进程，加强养老保障立
教授走出的这“超前”一步显 求，就在《国民健康保险法》以 法与规章制度建设。而这，不
然又极富胆识和勇气。
外先后颁布了《老人福祉法》 单纯是立法机关的职责，更需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老龄 《老人保健法》
《高龄者医疗确 要广大学者和学术研究机构积
化社会到来，需要依据法律进 保法》等法律，全方位保障老 极进言献策。那么，
对于后者，
行规范的问题必然会激增，这 年群体的医疗保险权益。
“单打独斗”
显然不该是其应有
对我国涉老法律的研究领域
相比之下，中国涉老法律 的样子，在经费投入和充实人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事实上， 法规多有缺失。在国家层面， 员方面，各级政府有必要予以
从国际经验来看，规划战略和 除宪法、
婚姻法、
民法等基本法 充分的扶持，以吸引更多的研
法律先行，也是大多数发达国 外，仅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究人员以及公益组织加入其
家 应 对 老 龄 化 的 普 遍 做 法 。 等少数法律与老年人权益休戚 中，这也承载着老年群体完善
譬如，在法制建设方面，日本 相关，其他保障条款则散见于 权益保障的诸多现实期待。

街谈巷议

千军万马独木桥，
铤而走险找捷径。
异地读书本地考，
空挂学籍变移民。
招生录取本严肃，
扰乱秩序毁公平。
从长计议堵漏洞，
利益输送需查清。
文/方知 图/朱慧卿

“朝我说”
服务窗口有特色
北京朝阳政务中心新设
立的“朝我说”窗口近日正式
亮相，专门接受群众投诉、吐
槽、找茬，并在一天内给予反
馈。窗口秉承“群众说、我们
听 、专 人 记 、立 即 办 ”的 原
则，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我认为，北京朝阳政务
中心探索设立的“朝我说”窗
口其实是政府 12345 热线的
延伸，相比热线电话常常占
线、转办效率低等痼疾，
“朝

我说”却是办事群众与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面对面的交
流、
倾听，
更有一种亲近感，
也
体现了诚恳、尊重、服务的特
色。再加上一天内给予反馈
的承诺，
群众满意度自然会有
明显提高。当然，
窗口既然开
了，就不能流于形式，而应选
能力强、
素质好、
善沟通、
有耐
心的现职人员来值守，
使其成
为真正上传下达的桥梁。
（江
苏南京 吴文元 52 岁）

深圳查出 32 名
“高考移民”
近日，深圳市富源学校部分高考学生因涉嫌“高考移民”
引发社会关注。深圳市教育局 12 日晚间通报，该校 2019 年
高考报名考生中，有 32 名考生弄虚作假获取广东省报考资
格，
将取消他们的高考报名资格。

仗义执言

莫拿英文脏话当个性
据报道，近日，甘肃省平凉市静
宁县第一幼儿园在订购演出服过程
中，
将初步挑选的演出服样式发到班
级微信群征求意见，
有家长提出演出
服上所印英文单词
“bitch”
含义不雅，
建议变更图案。但教师王某未听取
家长意见，
在微信群中与家长发生争
执，
教师高某随后将该家长移出班级
群。静宁县教育局通报称，
已对两名
教师责令检查并要求涉事幼儿园更
换演出服。
幼儿园既然是向家长征求购买
演出服的意见，理应广开言路，虚心
听取家长的心声，
万不该因意见不合
就与家长争执，
甚至以踢群了之。就
演出服样品上出现不雅英文单词而

言，
即便涉事老师对这个单词的含义
确实不明白，在家长提出异议后，也
应第一时间核实甄别，
再衡量印刷在
儿童演出服上是否妥当。
至于出现老师对此“据理力争”
的情况，我看无非是该老师坚信在
演出服上印上别人看不懂的英文更
时尚，可这种自以为是的理解岂能
违背公序良俗，岂能把脏话也当个
性呢？近年来，一些商业广告屡屡
被 指 植 入 学 生 的 校 服 、红 领 巾 、考
卷 ，引 发 舆 论 抨 击 。 我 想 ，相 比 之
下，如果低俗字眼堂而皇之地出现
在学生服装上，
对校园文明的戕害恐
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河北保定
杨方 51 岁）

功能性服装别成健康杀手
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如
今的服装不仅款式多，还主打功能
性。所谓功能性，意指吸湿、防水、速
干、防菌等，听起来甚是不错。但不
久前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的一次检测
却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功能性服装
都名副其实，有些所谓功能性服装
的质量还不如普通衣物。报道称，
这
次抽查涉及 20 家经销企业销售的
47 个品牌、125 批次功能性服装，经
检测有 40 批次功能性服装不合格，
其中有 2 批次功能性服装甚至被检
出致癌物。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消
费更加注重品质和享受，一些商家推
出功能性服装自然有很大吸引力。
但现实中，不少功能性服装不过是营
销噱头，它们根本不具备所宣称的功

能，这就涉嫌虚假宣传。更有甚者，
为了通过低成本实现服装特定的功
能，不惜使用质量低劣的材料以次充
好，所谓的新工艺也不过是打着幌子
滥竽充数，以至于功能性服装反而成
了健康杀手，
危及消费者身体健康。
对此，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对服装
行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更要对服装
的附加性功能予以清晰界定，从而防
止功能性服装“功能丧失”，也防止部
分商家打擦边球夸大功能性服装的
用途，
使其
“功能变异”
。
当然，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对功
能 性 服 装 也 要 有 理 性 、科 学 的 认
知，平时在选购此类服装前不妨做
足功课，了解其基本原理，再货比三
家，避免上当受骗。
（湖南常德 戴先
任 53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