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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菠萝蜜浑身都是宝

菠萝蜜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
素 ， 如木脂素 、 异黄酮和皂苷
等， 这些营养素具有一定抗老化
性能；其含丰富的维C，有助于提
高免疫系统功能。除此外，高纤维
的含量还利于清除大肠黏膜的致
癌毒素。 但需要注意的是， 菠萝
蜜含糖量高， 糖尿病人不宜吃。

1.提神补水喝红茶。 2.插空
休息半小时： 隔半小时做做深呼
吸， 休息一下。 3.活动身体： 半
躺姿势窝在沙发里或床上最伤
腰， 建议每半个小时站起来活动
一下。 4.发现警报及时停止： 如
出现头昏脑胀、 眩晕、 心慌、 胸
闷 、 心神不定等明显不适症状
时， 应立即停止熬夜。

研究发现 ， 腿上脂肪少的
人， 新陈代谢水平差， 他们的死
亡率和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是其
他人的3倍。 研究人员招募了981
位志愿者， 测量了他们的身体质
量指数、 肝脏中脂肪沉积状况。
结果发现， 新陈代谢水平降低会
增加患心脏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
风险， 比如糖尿病和中风。

腿太细的人更易生病

熬夜时这样做减少危害

全头皮涂抹护发素 ， 既浪
费， 又容易造成头皮油腻。 靠近
根部的头发是新生的健康头发，
靠近发梢的部分才是老化、 受损
头发。 在洗干净头发后， 只需从
头发中段往发梢涂抹， 并进行约
1分钟的按摩， 使护发素均匀分
布， 然后将护发素彻底清洗。

护发素别全头皮涂抹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闵闵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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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院校开学需求量增加影响 猪肉价格微涨

生活中， 常常有这样一群孩子， 他们胆子小， 当众讲话常常不好意思， 遇到困难
时常退缩， 性格比较内向， 心理学上， 将这些行为称作 “退缩性行为”。 专家介绍，
不自信的孩子往往会因为性格问题影响到之后在学习、 生活和工作中的表现。 家长都
希望这样的孩子变得大胆一点， 勇敢一点。 那么如何才能让胆小的孩子遇事不退缩，
敢于与他人交往呢？ 就此， 记者也采访了北京市总工会心理专家团队的老师。

胆胆怯怯心心理理影影响响孩孩子子成成长长
专专家家妙妙招招帮帮你你克克服服

孩子生长在这个社会， 就要
学会与人交往， 这是其社会化的
一个过程 。 但是 ， 有些孩子胆
怯、 退缩， 做什么事都不能独立
地完成， 让人担心。 这一类孩子
的气质类型属于典型的抑郁质，
胆小 、 善感 、 比较孤僻 、 心很
细。 只有详细地分析、 了解孩子
的胆怯原因， 再针对性地进行教
导， 才可以真正帮助到他们。

导致孩子胆怯心理的原因

胆怯是一种消极心理， 它使
孩子不敢勇往直前， 做事畏手畏
脚，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 一般
有以下几种：

孩子自主性没有得到发展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孩子从

出生8个月～3岁之间， 是实现自
主性的关键期。 这个时期的孩子
学会了走路、 说话， 生活范围更
加扩大， 表现出心理的能动性，
如爱提问， 爱模仿， 爱做游戏 ，
并产生了最初的自我意识。 在行
为特点上， 喜欢争着去做自己的

事情 ， 而且要按自己的想法去
做， 表现得顽皮、 不听话， 这是
自主性发展的表现。 如果家长不
认识这一特点， 总是不让孩子去
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心疼
孩子小， 生怕孩子做不好， 事事
代劳， 结果就会压抑孩子自主性
的发展， 使他怀疑自己的能力，
形成胆怯心理。

家长过度批评使孩子自尊心
受挫

家长不恰当的批评和指责造
成孩子怀疑自己的能力而变得胆
怯。 还有一种情况是， 对孩子一
些生理上的毛病或不良行为习
惯， 家长不从爱护的角度去关心
和帮助孩子， 而采取责备和取笑
的方法， 也会挫伤其自尊心， 使
他们形成胆怯的心理。

孩子缺乏与人交往的锻炼
有些孩子成长的范围较小 ，

从小很少与人来往， 除了父母、
长辈， 极少与同龄小朋友一起玩
耍 ， 极少有拜访亲朋好友的机
会， 长久下来， 孩子变得不知如
何与人来往， 怕见陌生人， 怕在
大家面前讲话。

家长的不当教育方式所致
有的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做某

些事， 就用狼啊、 鬼啊等来吓唬
孩子， 使其受到惊吓， 在孩子心
理上留下了阴影， 致使孩子变得
胆怯。

三招帮孩子克服胆怯
提升自信心

“我家孩子有点胆小， 总是
一个人玩， 不敢和别的小朋友一
起玩 。” “我家孩子有点口吃 。
上幼儿园后， 总是闷闷不乐， 别

的小朋友都能很快玩到一起， 可
他却不太合群， 甚至不敢开口和
别的小朋友说话。” “我家孩子
长得慢， 比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上
一截。 别的小朋友老取笑他是小
矮人， 他因此很自卑。” ……在
孩子教育过程中， 上述情况往往
是家长们所苦恼的。 专家指出，
克服胆怯， 培养自信心在孩子教
育过程中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
用。 专家给出了三种方法， 帮助
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多与孩子交流
创设和谐愉快的亲子关系
专家指出， 帮助孩子提升自

信心首要的方式是家长们的积极
态度。 不管在家庭还是学校， 家
长或教师对孩子流露的感情及表
示的态度 ， 如微笑 、 赞许的眼
神、 轻抚等， 对孩子都含有积极
评价的意义， 起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 会对孩子的自我意识产生深
刻的影响。调查发现，自信心较强
的孩子大多家庭关系融洽， 父母
对他们很关心， 对他们的爱好、

提问、 甚至对他们的朋友均很感
兴趣。 在他们的家庭中， 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受到同样
的重视。 这样愉快的亲子关系是
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所在。

鼓励孩子多参与活动
让孩子尝到成功的滋味
家长不仅要关心幼儿的饥渴

冷暖等生理需要， 关心他们体格
的健壮和正常发育， 还要关心他
们的精神需要， 尊重、 理解、 信
任孩子。

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说过 :
“凡是儿童自己能做的， 应当让
他们自己去做， 凡是幼儿自己能
够想的 ， 应当让他自己去想 。”
美国的家长在孩子两三岁时就让
他们自己吃、 自己睡。 孩子走路
跌倒了， 父母绝不搀扶， 让他自
己站起来 ， 让孩子在自立中磨
炼。 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 如
自己穿、 脱衣服， 到邻居家或隔
壁班级借还东西 ， 帮助小朋友
铺、 叠被子，帮老师分发碗、筷、
拿取食品及玩具、教具等。专家指
出，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是孩子
产生自信心的重要源泉。 只要孩
子努力了， 家长就要肯定孩子的
表现， 适度鼓励孩子。

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
一般情况下， 一个人的自信

心与他的成功率成正比， 成功越
多， 期望值越高， 自信心越强 ，
反之亦然； 对好胜心强、 意志力
差、 易受外界影响的孩子来说，
尤其如此。 现在有些家长不惜一
切代价想让孩子成名， 未按孩子
意愿而提出过高要求， 孩子学不
成， 大人也搞得头晕脑胀， 打击
幼儿自信心。 专家指出， 其实，
当家长发现期望值不再适应孩子
时应及时调整， 以避免孩子产生
强烈的挫折感， 使孩子能树立达
到成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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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批发价格持续稳定。 随
着全市大、 中院校开学， 集中消
费增加， 粮食及食用油交易逐渐
走出淡季， 受目前原粮供应充足
影响， 粮食价格上涨空间较为有
限， 批发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美
国CBOT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
大豆期货价格周环比下降2.07%，
豆油期货价格周环比下降1.91%，
天津港进口大豆到港分销价格每
吨3290元， 周环比持平。 受大豆
原 料 价 格 持 续 稳 定 影 响 ， 对
大豆油价格稳定形成一定支撑，
本市粮油批发市场供应充足， 库
存稳定， 预计本周粮油需求量将
有持续增加， 但批发价格基本保
持稳定。

猪肉价格稳中微涨。 上周，
本市生猪收购价格微幅下降， 屠

宰量基本稳定。 顺鑫鹏程生猪收
购价为每500克7.32元 ， 周环比
下降0.29%； 屠宰量3900头 ， 周
环比增加0.55%。 本周 ， 随着全
市大、 中院校开学， 加之近期气
温 下 降 ， 肉 类 消 费 需 求 规 律
性 增 加 ， 致使猪肉批发价格上
涨空间略有加大。 受其影响， 预
计本周猪肉批发价格持续呈微幅
上涨趋势。

鸡蛋价格小幅回落。 从产区
了解， 天气转凉后， 养殖场产蛋
量持续呈季节性增加态势， 对本
市鸡蛋供应相对充足。 随着学校
开学及 “中秋”、 “国庆” 双节
临近， 餐饮及食品加工企业备货

量增加 ， 鸡蛋需求量将逐渐放
大， 但受供应充足影响， 预计本
周鸡蛋批发价格将小幅回落。

蔬菜价格小幅下降。 目前，
本市蔬菜供应产地仍以张北、 承
德及本市周边地区为主， 受降雨
及降温天气影响 ， 日照时间减
少， 不利于蔬菜生长及采摘， 致
使上市量较前期略有减少， 蔬菜
价格随之上涨。 预计本周随着蔬
菜上市量的恢复， 批发价格将小
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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