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冷之时宜抗寒锻炼

“抗寒锻炼” 原本是农作物栽培
方面的一个名词。 后来， 有保健专家
研究发现， 要想提高人的 “冷适应”
能力， 最有效的措施也是进行 “抗寒
锻炼” （我国古代医学中的 “秋冻”
说 ， 就包含了 “抗寒锻炼 ” 这层意
思）， 而初冬是进行抗寒锻炼的最佳
时段， 具体方法很多， 但最主要的方
法就是接触冷空气和冷水。

相关研究发现， 一个人如果每天
在0℃左右的环境下， 活动3－5小时，
一个月后， 即可取得满意的抗寒锻炼
效果。 我国很多地方初冬气温在0℃
以上， 选择早晨和傍晚进行散步、 打
太极拳 、 做健身操等方式接触冷空
气， 效果很好。 冷水浴也是接触寒冷
的一种有效方法。 但要根据各自的身
体状况， 遵守 “循序渐进” 的原则：
水温开始选择15℃， 渐渐可降至8℃；
先是冷水洗脸、 局部擦身， 最后方可
全身冷水浴。 对于高血压患者或一些
不宜洗冷水浴的人来说， 最好的接触
冷水的方法是冷水擦身。 这种冷水擦
身， 也要注意循序渐进和科学操作：
开始时， 水温不宜过低， 以后再根据
身体耐受程度逐渐降低一些， 动作要
轻柔， 用力要均匀， 先擦上半身， 然
后， 披上衣服坐下来擦下半身。 高血

压患者切忌低头、 弯腰和起身的动作
过猛。

初冬之燥注意预防便秘

传统中医认为， 每逢初冬之燥侵
害肺时， 就会出现一连串的反应： 燥
邪伤肺， 灼伤肺阴， 津液亏少， 肃降
功能减弱， 大肠传导无力， 从而出现
大便干燥、 便秘等症状。

初冬之燥引发的便秘， 常常具有
“只认天气不认人” 的特点， 因而可
以发生于任何年龄、 性别的人。 预防
这种便秘， 自然也要因天制宜。 初冬
的中午气温较高， 早晚温度较低， 因
而要适时增减衣服。 一般要略略穿少
一点， 以达到 “冻” 之目的。 但随着
冷空气的一次次南下 ， 气温逐渐下
降； 有时一次强冷空气过后， 日平均
气温可下降10℃之多， 超过了人体的
适应范围 ， 这时 ， 就必须增加衣被
了 。 初冬居室还要注意提高空气湿
度， 晴日的下午， 可在室内洒些水，
以保持室内的湿润。

饮食调节对预防和减轻初冬之燥
引发的便秘也非常重要 。 初冬要以
“清润” 为宜， 有意识地多吃些芝麻、
水果等甘润食物。平时，也要多饮些淡
茶、豆浆、牛奶等饮料，多吃些萝卜、蕃
茄、豆腐、银耳、梨等“润肺生津”的食
物。此外，我国古代有“朝朝盐水，晚晚

蜜汤”的说法，晨饮淡盐水，晚饮蜂蜜
水，不仅是一种抗衰养生法，更是一种
防止和减轻便秘的方法。

晴冷之日谨防静电

初冬降雨雪较少， 空气干燥， 相
对湿度一般都在40%以内， 这就造成
皮肤表面异常干燥， 电阻值增大， 导
致局部有大量电荷堆积。 人体静电对
人体健康还有一些不利影响， 尤其对
心功能比较脆弱的群体 （如老年人），
静电的危害更为严重。 因为和年轻人
相比， 老年人的皮肤更干燥， 心血管
系统更老化 ， 抗干扰能力更弱 。 此
外， 人体被静电 “击中” 后， 心理上
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慌症。

日常生活中， 避免和减轻静电对
身体的危害 ， 方法有很多 。 初冬晴
日， 可以增加室内的空气湿度———使
用加湿器是效果最好的办法， 如果条
件不允许， 也可通过室内洒水、 放置
清水， 或在取暖设备旁， 晾几条吸水
好的旧毛巾 (一定要保持湿润状态），
从而保持室内空气始终含有一定的水
分。 同时， 尽量不穿化纤类衣物， 应
选择柔软、 光滑的棉或丝织内衣裤。
在晴冷之日， 最好能养成一种防静电
习惯。 例如， 当关上电视， 或离开电
脑后， 应马上洗手洗脸， 让静电在水
中释放掉。

儿童情绪异常
或是营养不良惹的祸

儿童营养不良会导致发育不
良、 肥胖、 消瘦、 龋齿 、 脚气病 、
消化道疾病等多种病症。 孩子营养
状况不良往往在疾病发生前就出现
一系列征兆， 情绪异常即为信号之
一。 儿童出现某些异常情绪或行为
时， 家长不妨从调整饮食和教育儿
童改正不良饮食习惯入手。

如果儿童长期情绪多变， 爱激
动、 喜吵闹， 或性情暴躁等， 应考
虑其甜食吃得过多， 结果可能诱发
儿童肥胖症、近视、多动症、智力低
下、龋齿等疾患。 家长应限制孩子的
食糖摄入量，平衡孩子的饮食。

如果儿童郁郁寡欢 、 反应迟
钝、 表情麻木等， 应考虑其体内缺
乏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素 ，
结果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 、 贫
血、 智力低下等。 家长应多给孩子
补充水产品、 肉类、 奶制品等高蛋
白食物， 并多给孩子吃些含维生素
丰富的西红柿、 橘子、 苹果、 青菜
等蔬菜水果。

如果儿童经常忧心忡忡、 惊恐
不安或健忘，应考虑其缺乏B族维生
素。缺乏B族维生素会导致孩子食欲
不振、脚气病，影响其生长发育 、脑
神经的反应能力，抑制思维等。家长

可适当在饮食中补充些粗粮 （如豆
类）、蛋黄、猪肝、核桃仁、奶制品、土
豆等富含维生素B的食物。

此外， 如果儿童夜间常手脚抽
筋、 磨牙， 多为缺钙的表现； 如果
儿童常感头晕目眩或气虚， 可能是
缺铁所致； 如果儿童有异食癖， 则
多为缺锌、 锰等微量元素所致等 。
孩子缺乏微量元素， 会造成发育不
良等多种疾病。 家长应让孩子多食
用些含钙量丰富的奶制品 、 鱼松 、
虾皮等 ； 含铁量丰富的海带 、 木
耳、 蘑菇等； 含锌、 锰量丰富的禽
类及牡蛎等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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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面对“再婚”问题很焦虑，
原因在哪里？

□霍寿喜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本版E-mail： ldzzmys@126.com

【职工问题】
从小父母一直都是严格要求我。 从

小学到大学， 再到工作， 我一直很顺利。
可在婚姻上， 我却不是一帆风顺。 我与
前夫是同学， 他学习和人品都非常优秀，
我非常喜欢他， 我们不顾家人反对结婚
了。 但婚后的朝夕相处， 才发觉我与前
夫在性格、 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等方面
确有较大差距， 最终以离婚收场。 离婚
后， 我曾有一段时间十分忧郁， 后来由
于朋友、 父母的关心， 我逐渐好转， 恢
复了原来开朗的性格。 但是不幸婚姻经
历的阴影总是涌上心头， 挥之不去。

最近， 我在工作中接触的一位男性
向我表达了爱慕之情， 我对他也有好感。
可我担心万一失败怎么办？ 我前夫那样
优秀的一个人， 我们都失败了， 万一这
次也是同样结果怎么办？ 我一想起这件
事就烦， 心里很紧张， 害怕婚姻再一次
失败， 晚上睡不着， 白天没精神， 觉得
特别累， 不知该怎么办好！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您好， 首先， 请思考一下您的担心

是否合理？ 您说： “前夫那样优秀的一
个人， 我们都失败了。” 学习、 人品优秀
的人就是完美的人吗？ 就一定婚姻能成
功吗？ 在婚姻生活中就是完美的伴侣吗？
还有您说因为与前夫性格 、 生活方式 、
生活习惯上有较大差异， 因而离婚， 那
您认为除了以上那三方面会影响婚姻质
量外， 还有哪些因素是决定婚姻幸福的
重要指标呢？ ……希望通过对以上问题
的反思， 您能更加了解自己， 增强解决
问题的信心及对未来生活的勇气。

【专家建议】
第一， 离婚事件对所有人都是一次

重要损失， 痛苦是正常的， 过去的婚姻
也积压了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 面对这
些创伤， 我们宣泄出这些情绪， 把内心
的垃圾清理出去， 慢慢的创伤就会自然
愈合后， 可以再次去感受生活的幸福喜
悦。 第二， 职工还提到 “害怕婚姻再一
次失败”。 可不可以尝试着理清过去那本
婚姻旧账， 总结出前段婚姻失败的原因，
看自己今后需要调整哪些方面 。 第三 ，
问问自己再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自己
期待的新婚姻是什么样的， 自己现在遇
到的男人是否符合这个期待呢？

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 人们对婚姻
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 不幸福的婚姻解
体是正常的。 如果婚姻只是我们的一种
生活方式， 离婚不是失败， 只是我们的
再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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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小窍门

□本报记者 闵丹

初冬养生的三个提醒

初冬气候的最大特点是 “冷” 和 “干燥”， 具体表现为气
温逐渐下降， 不时有冷空气入侵， 日照时间缩短； 同时， 降
水 （含降雪） 日数和降雨 （雪） 量较少， 空气湿度较低。 针
对这两大特点， 初冬养生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郭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