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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西兰花隔水蒸最健康

西兰花是萝卜硫素的极佳食
物来源， 其中的黑芥子酶对萝卜
硫素的抗癌作用极为关键。 一项
研究发现 ， 跟其他烹调方法相
比 ， 西兰花隔水蒸5分钟左右 ，
黑芥子酶保持得最好， 这样做出
来的西兰花也会更美味， 保健功
效也越好。

肾阳虚患者不妨多吃些荔
枝。 荔枝含果胶、 苹果酸、 游离
氨基酸 、铁 、钙 、磷及维生素B1、
维生素C等成分。 现代医学研究
发现， 荔枝有改善消化功能， 改
善人体血液循环作用， 可用于治
疗阳痿、早泄、遗精及肾阳虚所致
的腰膝酸痛、 失眠健忘等症。

葱所含有的挥发性辣素通过
汗腺、 呼吸道、 泌尿系统排出时
能轻微刺激相关腺体的分泌， 从
而起到发汗、 祛痰、 利尿作用。
因此， 葱是许多食疗偏方治疗感
冒的常用原料。 但有三类人不适
合吃葱： ①患有胃肠道疾病特别
是溃疡病的人。 ②有腋臭的人。
③表虚、 多汗者。

三类人慎吃葱

肾阳虚不妨吃点荔枝

经常生气 ， 会引起连锁伤
害， 一步步给身心留下不同程度
的 “印记”。 ①心跳加速， 容易
心律不齐。 ②血流量降低， 胃肠
蠕动困难。 ③呼吸变急促， 肺脏
易失常。 ④患癌风险高。 ⑤刺激
毛囊， 容颜变丑。 ⑥细胞衰老加
速 ， 大脑反应变慢 。 ⑦情绪低
落， 导致抑郁症。

生气负作用多多

□本报记者 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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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害怕说“不”是种社交焦虑

从小， 传统文化教育我们帮
助别人是一种美德， 因此我们习
惯于答应帮助他人， 有时可能还
会“吃亏”。诚然，能帮助别人是件
好事， 可是假设这件事令你很苦
恼， 又或者你做这件事很困难，
你该不该勉强自己接受呢？ 大多
时候为了不破坏与对方的关系，
我们选择忍一忍， 勉强自己做一
些不情愿， 却不得不做的事情。

专家介绍， 不能拒绝别人，
首先是一种怕被别人拒绝的心理
投射， 本质上是因为自己内心受
不了被人拒绝， 所以认为 (外投
射) 别人受不了拒绝而不敢拒绝
别人。 这样的人其人际关系看起
来挺好， 他总是热心助人， 口碑
好， 别人喜欢找他 “麻烦”， 可
内心苦水只有自己吞。 这是典型
的 “死要面子活受罪” 的社交焦
虑， 因为说 “不” 未必就能伤害
到别人。

其次， 不能拒绝别人在于其
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界限意识。 这
个界限意识不仅是生理或心理上
的， 也是情绪上的。 界限意识模
糊的人， 常常意识不到别人已经
“越界 ” 的请求 ， 即使不情愿 ，
也不会拒绝。 实际上， 你希望别
人礼貌地对待你、 尊重你， 首先
就要向别人明确你的原则、 底线
以及为人处世的方法、 方式， 让
别人对你有一个心理预期。 合理
的拒绝并不一定会得罪人， 无条
件的接受也不一定会令对方愉
悦。 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你自己习
惯了， 觉得不好意思拒绝。 真的
朋友间绝不是相互顺从彼此的意

思 ， 而是要有自己的主见和观
点。 如果真的有人因为你合理的
拒绝而生气， 那只能说明他不是
真的朋友， 所以也没必要为这样
的人而勉强接受。

不能拒绝别人在于害怕被人
否定。 这种人非常在乎别人的印
象， 将自己的自我概念建立在他
人的评价之上， 与人交往时， 会
高度关注他人的行为反应， 包括
他人的需求。 如果他满足了他人
的需求 ， 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好
感， 好的态度和好的评价， 就会
感觉被重视 ， 觉得自己做得很
对， 很有成就感！ 如果对别人说
不， 就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 因
此无法说不。

“吃亏就是占便宜” 让许多

人不敢表达否定意见， 轻视自己
的感受， 一味满足他人， 久了其
实也会充满怨气。 如果你意识到
自己的不情愿， 就是该说 “不”
的时候了。

四招帮您勇敢说“不”

当然， 拒绝并不意味着当头
一棒的直接拒绝， 一些小的技巧
可以更好地帮助你达成目的。 对
此， 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在实际中
勇敢说 “不” 的方式。

保持简单回应。 如果你要拒
绝 ， 坚决而直接 。 使用短语 ，
如： “感谢你看得起我， 但现在
不方便”。 尝试用你的身体语言
强调不， 不需过分道歉。

给 自 己 一 些 时 间 。 打 破
“是” 循环， 先回答 “我会考虑
你的请求”。 在空闲时考虑考虑，
你会更有信心拒绝。

考虑一项妥协方案。 如果你
要同意他人的请求， 才可以采取
这方法， 但用有限的时间或能力
去做。

区分拒绝与排斥。 记得你是
拒绝请求，而不是排斥一个人。通
常人们都会明白， 你有拒绝的权
利，就像是他们有权利要求帮助。
不要为拒绝他人感到愧疚， 你要
学会设立界限， 让对方明白不是
所有要求都会被允许， 让他明白
你的原则和底线， 这样对方才不
会总是无理请求帮助。

近日 ， 丰台工商分局接到
“SanDisk” 商标权利人举报， 反
映在丰台区木樨园桥附近一家电
子产品卖场内有商户正在销售假
冒 “SanDisk” 牌内存卡。

接到举报后， 丰台工商分局
组织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检
查。 在该电子产品卖场内， 执法
人员根据商标权利人提供的线
索， 对卖场内的四层、 五层共4
家商户进行了依法检查。 在这些
商户店内， 执法人员发现这4家
商户均在销售 “SanDisk” 牌内
存卡， 共有4G、 8G、 16G、 32G
共4种类型， 执法人员对商户销
售的 “SanDisk” 牌内存卡进行
了收集整理 ， 后 经 “ SanDisk”
商标权利人现场鉴定， 这4家商
户内销售的部分 “SanDisk” 牌
内存卡为假冒产品， 执法人员根
据 《商标法》 的相关规定， 依法
对4家商户销售的共248个 “San鄄
Disk” 牌内存卡进行了依法扣
押， 并约见涉嫌违法商户于指定
日期携带相关材料到丰台工商分
局接受进一步处理。

丰台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各位
消费者， 假冒内存卡， 由于售价
低廉， 不法商户为了控制成本，
在工艺、 用料等方面与正品均存
在较大差异， 消费者使用假冒内
存卡， 不但享受不到厂家的质保
服务， 而且在使用过程中， 很容
易出现问题导致关键数据丢失。
消费者在购买内存卡时， 可以通
过内存卡包装上的官方电话、 网
址等， 鉴别内存卡真假， 一旦发
现假冒商品， 要及时向有关部门
举报。 （渠忠涛）

丰台工商分局
查处假冒“SanDisk”牌内存卡

春晚上曾有个很火的小品叫 《有事儿您说话》， 一经播出
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郭冬临演的小伙儿无论别人有什么要求
都统统答应， 朋友以为他有关系求他买火车票， 却不知道他其
实是卷着铺盖去火车站排队买的。 他媳妇因此跟他生气、 吵
架， 并且警告他， 如果再有人求他买票， 千万别答应。 可是他
却依然不好意思拒绝。 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我们总会遇
到他人请求帮忙不忍拒绝的情形。 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是什
么？ 又该如何巧妙应对？ 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总工会心理专家团
队的专家。

羞羞于于说说““不不””原原是是社社交交焦焦虑虑
专家教您化解技巧

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
心了解到， 去年市疾控中心对本
市近4万名大、 中、 小学生的健
康危险行为做了调查 ， 其中 ，
81.6%的学生睡眠时间不足， 4成
以上学生每周吃快餐。

此 次 调 查 结 果显示 ，25.7%
的学生不能做到每天都吃早餐，
44.4%的学生每周吃1次以上西式
快餐，81.6%的学生睡眠时间不足。

市疾控中心提示这些情况在
假期更容易出现。 学生们和家长
在暑期中， 首先应该注意饮食营
养均衡， 保证规律进食。 主食、

蔬果和禽鱼肉蛋的比例为3： 2：
1， 主食应粗细搭配， 多吃新鲜
蔬菜水果。 同时， 夏季 是 肠 道
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 日常生活
中要注意饮食卫生， 防止 “病从
口入”。

第二， 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
式。 要保证充足睡眠， 小学生每
天应保证10小时睡眠， 初中生9
小时， 高中生8小时。

第三， 学生到户外活动和外
出要注意预防伤害。 要选择正规
游泳场所游泳， 关注水质情况，
防止红眼病等传染病的发生。

全市去年8成以上大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足

□本报记者 唐诗
小学生每天应睡 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