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很多多人人都都把把养养生生看看得得很很深深奥奥。。 其其实实，， 养养生生不不是是大大学学问问，， 都都是是涉涉及及我我们们日日常常生生活活的的小小事事。。
下下面面笔笔者者就就说说说说，， 利利于于人人们们健健康康长长寿寿的的保保健健秘秘籍籍——————66个个33分分钟钟。。

□刘凯

自制冰粥驱夏暑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工工会会提提供供心心呵呵护护
职职工工享享受受心心服服务务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职工问题： 去年有部国产电视剧叫
《翻译官》，其中，有个片段说的是杨幂饰
演的乔菲一进同声传译箱， 就会心慌意
乱、呼吸急促、头脑空白、说话结结巴巴，
而帅哥程家阳为了帮她找到原因， 从进
门开始逐步排除， 最后找到是玻璃的阻
断引起了她过去对妈妈疾病的担心情
绪，出现身心反应。 我有时候也这样，工
作上一旦好几件急事同时要处理， 我就
焦虑的不得了，甚至脸色发白、觉得都不
能呼吸，要背过气去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
像得了严重的焦虑症，我的情况符合吗？
一定需要去医院看医生吗？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
乔菲的这种状况就是典型的场所恐怖
症， 即患者对特定的对象或情境产生过
分的恐惧， 即使他意识到自己过分恐惧
了， 仍会尽量远离这些特定的对象或情
境，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 焦虑障碍包括
那些过度害怕和焦虑， 以及有相关行为
紊乱特征的障碍。 害怕是对真实或假想
的、即将到来的威胁的情绪反应，而焦虑
是对未来威胁的期待。 这两种状态有所
重叠，但也有不同，害怕经常与 “战斗或
逃跑”的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立即的危
险、逃跑的行为有关；而焦虑则更经常地
与为未来危险做准备的肌肉紧张、警觉、
谨慎或回避行为有关。

焦虑障碍的分类包括分离焦虑障碍，
选择性缄默症，特定的恐怖症，社交焦虑
障碍（社交恐怖症），惊恐障碍，广场恐怖
症，广泛性焦虑障碍等。 焦虑症的诊断标
准如下：1.多数时间都在担心生活，且同
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面（如 ：家庭 、
健康 、收入 、工作和学习 ）过分担忧 、焦
虑。 2.担忧持续至少 3 个月。 3.还包含下
面这些症状中的三点： 躁动不安、 易紧
张；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大脑一片空
白；易怒；肌肉紧张；睡眠不良。

这种焦虑和不安还表现为刻意回避
可能产生消极后果的场合， 花费过多的
时间和精力为该情境做准备，显著拖延，
因担忧而犹豫不决，反复寻求保证。

焦虑不一定是坏事。它可以帮助我们
察觉和应对潜在的威胁， 轻度的焦虑也
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但是焦虑
障碍作为一个大类， 在精神病学诊断中
最常见，它耗费社会和患者大量的资金，
其花费是普通医疗、 高危心血管疾病以
及其他疾病医疗的两倍。 焦虑严重影响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这些患者自杀和自
杀企图的比例是正常人的两倍。 因此，焦
虑障碍的预防和早期发觉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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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本报记者 闵丹

我是得了焦虑症吗？

■生活小窍门

盛夏季节， 由于气温升高， 家
人常会出现胃口下降、 不思饮食、
身体乏力疲倦、 工作效率低和体重
减轻的现象 ， 医生说这种现象叫
“苦夏”。 为了帮家人度过 “苦夏”，
笔者在家里 “研制 ” 了几种 “冰
粥”。 吃过几次发现， “冰粥” 确
实有消暑开胃、治愈“苦夏”的作用。

山楂冰粥———当糯米粥煮到8
分熟时， 加入冰糖， 倒入十数个洗
好的山楂， 然后再煮至沸， 盛出，
凉凉， 放入冰箱内， 这便是山楂冰
粥 。 山楂冰粥红白相间 ， 非常悦
目， 吃时， 再佐以一碟小酱菜。 山

楂冰粥味道酸甜 ， 冰凉爽口， 既
开胃又养脾 ， 还有消脂益气的作
用， 让人在炎炎盛夏胃口大开， 增
强食欲。

西瓜冰粥———西瓜块、 西瓜皮
放进米粥中一起煮。 煮好后， 凉凉
冰镇。

鸭梨冰粥———把鸭梨削成小
块， 放进米粥中共煮， 煮好后晾凉
冰镇。

菠萝冰粥———把菠萝切成小
丁， 与粳米共煮， 然后冰镇。

苹果冰粥———苹果切成小块 ，
与米粥共煮。

水果冰粥具有两个共同的特
点： 纳凉祛暑， 美容养颜。 盛夏，
多吃些水果冰粥， 真是一举两得。

荷叶冰粥———绿豆是消暑佳
品 。 把绿豆煮开花后 ， 滤出绿莹
莹、 甜丝丝的绿豆汤， 然后倒入8
分熟的粳米粥中。 煮沸后，在粥中加
入冰糖， 然后把洗好的鲜荷叶扣在
粥上， 让荷叶的清凉与清香慢慢渗
入粥中。粥凉后，取下荷叶， 此时的
稀粥已呈淡绿色。 把粥盛出， 放进
冰箱冰镇片刻， 然后便可以吃了。
荷叶冰粥有祛暑清热、 和中养胃的
作用， 是炎夏中的祛暑养生粥。

□□任任万万杰杰

身身体体保保健健不不容容忽忽视视的的

刷牙持续3分钟：
60.4%的人刷牙时间在1-2分钟，

23.8%的人不够1分钟， 15.8%的人用
时在两分钟以上， 也就是说八成多的
人刷牙时间不够。 刷牙时间不够长，
刷了也等于白刷。 牙膏除有按摩清洁
作用外， 尚有杀菌和其它多种保健功
能， 牙膏与牙齿接触不充分， 接触时
间过短 ， 将不能完全发挥其功能作
用。 每次刷牙时间最好在3分钟左右，
使牙齿处在较高浓度的氟环境下， 提
高其表面的抗脱钙、 防龋能力。

水沸后再烧3分钟：
自来水中有一些有害物质 ， 这

种物质的含量与水温变化和沸腾时
间长短关系密切。 把水煮沸后再烧3
分钟 ， 有害物质的含量可降至最安
全饮用标准， 是真正的 “开水”。 所
以老人烧水时 ， 不妨分三步走 ： 首
先将自来水接出来后放置一会儿再
烧 。 然后等水快开时把盖子打开 。
最后， 水开后等3分钟再熄火。

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
吃完热菜后， 如果立即大量饮用

冰水， 会导致血压增高， 出现头晕、
恶心、 胃疼、 腹胀等症状， 对血压较
高的人来说尤其危险。 所以， 短时间
内最好不要食用温度反差强烈的食
物。 即使吃完热的想喝点冷饮解渴，
也要间隔3分钟以上， 可以减少伤害。

开水泡茶3分钟：
最好将茶水先泡3分钟， 倒掉水

后再冲泡3分钟， 最佳水温是70℃-
80℃， 这样泡出来的茶水色香味俱
佳 。 茶叶长时间浸泡于高温水中 ，
茶多酚 、 单宁等物质会大量浸出 ，
使茶水颜色浓重 、 有苦涩味 。 而泡
茶3分钟， 茶中的咖啡碱基本上都渗
出来了， 这个时候的茶 ， 最能提神
醒脑。 如果要避免茶后兴奋 ， 只要
将第1道泡的茶水在3分钟内倒掉 ，
然后再冲泡品尝， 便可安心养神了。

睡醒后赖床3分钟：
在中风和猝死病例中， 近25%的

人是在清晨起床发病的 ， 这个时段
因此被称为一天中的 “魔鬼时间 ”。
特别是有高血压、 心脏病的老年人，
睡醒后不要急于起身 ， 应先在 床
上闭目养神3分钟再起床。 身体可保
持原来的姿势 ， 并适当活动一 下
四肢和头颈部， 这样血压不会有太
大波动。

如厕不超过3分钟：
蹲厕超过3分钟可直接导致直肠

静脉曲张淤血 ， 易引发痔疮 ， 病情
的轻重还与时间长短有关 。 因为排
便时 ， 肠道每平方厘米承受着十几
到几十公斤的压力。 排便时间过长，
会造成肠黏膜下垂 ， 导致习惯性便
秘、 痔疮等疾病的发生。

职工陈女士：

本报记者 闵丹

66个个33分分钟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