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女性如何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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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丈夫出轨感情出了问题，
妻子该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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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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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小窍门

□本报记者 张晶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职工困惑】

我老公现在同时和几个年轻的女孩子
有联系， 搞一夜情， 被我发现后他说只是
玩玩， 寂寞的时候找刺激而已。 以前他在
我的印象里是很努力 、 很上进的一个男
人， 现在却变成了这样。 我还要不要和他
继续下去？ 他会改好吗？ 我真不知道该怎
么办了。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您
好， 从您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丈夫和年轻女
孩子玩暧昧， 搞一夜情， 他的这种行为一
定深深伤害了你， 令你很难再信任他， 你
的内心也深感纠结和困惑：“这样的男人还
能要吗？他会改好吗？ 曾经那样努力上进的
一个人……” 婚姻是一场双人舞，男人和女
人都是主角，跳得好不都是一个人的功劳，
跳得不好也不都是一个人的过错。 我相信，
出事后，你们一定也进行了沟通，他的“只
是玩玩，寂寞时找刺激” 的 “寂寞” 是从
何时开始的？ 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原本
“努力上进的他” 变成了这样？ 你们日常
的沟通 、 相处模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 所
以 ， 当前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双方共同探
讨、 理清事情发生背后的原因。

【专家建议】

首先 ， 处理事情前请先处理好情绪 ，
通过自我觉察、 审视， 对婚姻做出冷静、
理性的评估。

二是当婚姻遭遇背叛， 责任似乎永远
是背叛者需要承担的， 但是夫妻关系并非
是非黑即白， 我们每个人都很复杂， 个人
的成长背景、 早年的生活经历， 造就了不
同的性格特质， 一个人犯了错， 不代表他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们也很难就此武
断地对一个人下定论。

三是婚姻是珍贵的缘分， 无论最后是
否能携手一生， 两人对彼此的人生都意义
重大。 透过对方， 我们学到了很多， 得到
了很多， 成长了很多。

如果还有情绪无法排解， 你可以寻求
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每周二、 周四在
北京职工服务中心内， 有专业心理咨询师
为全市工会会员提供免费的一对一现场心
理咨询服务。 预约方式： 关注 “首都职工
心理发展” 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聂勇

耳鸣火旺按摩俩穴位

听会穴 ： 听会是胆经的穴位 。
《针灸资生经》 说 “耳蝉鸣 ， 取听
会”。 《医宗金鉴 》 说其 “主治耳
聋耳鸣 ”。 听会就位于耳朵眼的正
前方， 我们张嘴时两耳边各有一个
凹， 这个凹陷处就是听会。 肝胆火
旺，胆经气血不通畅，受到阻塞 ，就
会导致耳中轰鸣。 这时按揉听会穴
来调理，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 每
天3次用双手的拇指按揉两侧听会，

力量稍大，以感觉有些胀疼为度，每
次每穴2-3分钟，坚持一段时间后便
会发觉耳中轰鸣有所改善。

天窗穴： 天窗穴是手太阳小肠
经上的穴位， 由人体下部以及小肠
经传来的热气经由此穴而上行头面
部。 天窗穴位于人体的颈外侧部 ，
胸锁乳突肌的后缘、 扶突穴后， 与
喉结相平。 该穴通畅， 就能疏散内
热、 通耳利窍。 穴道闭塞不通， 则

内热蕴积， 出现耳鸣、 耳聋等听觉
异常， 并多伴有咽喉疼痛不适等症
状 。 经常刺激天窗穴 ， 可改善耳
鸣、 耳聋、 咽喉肿痛等各种人体上
部孔窍的疾患。 每天用双手中指指
腹按揉天窗穴穴位并做环状运动 ，
每次按摩2-3分钟。

现已进入冬三月，俗话
说：冬令进补，开春打虎。这
句古谚揭示了冬季养生的
重要性，强调了冬令调养对
于一个人精气神提升的作
用。那么我们广大女性朋友
在冬季应该如何调养？ 为
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康
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
医院中医内分泌科主任刘
红梅，由她为女性支招冬季
养生。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附属康复医院中医内分泌科主任刘红梅

本期专家

《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 篇中
讲 ： “冬三月 ， 此谓闭藏 ， 水冰地
坼 ， 无扰乎阳 ， 早卧晚起 ， 必待日
光， 使志若伏若匿， 若有私意， 若已
有得， 去寒就温， 无泄皮肤， 使气亟
夺， 此冬气之应， 养藏之道也， 逆之
则伤肾， 春为痿厥， 奉生者少。” 这
无不在向我们昭示冬季养生的重要和
方法。 而我们女性又具有自己的生理
特点，《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
肾气盛，齿更发长。 二七而天癸至，任
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三七肾气平均， 故真牙生而长极。 四
七筋骨坚， 发长极， 身体盛壮。 五七
阳明脉衰， 面始焦， 发始堕。 六七之
阳脉衰于上， 面皆焦， 发始白。 七七
任脉虚， 太冲脉衰少， 天癸竭， 地道
不通， 故形坏而无子也。”

青春期女性

青春期女性尚在求学生活中，“精
满气足则神旺， 精亏气虚则神衰”，要
注意藏精养神，注意避免寒冷，应少食
甘寒伤胃食物， 宜进食温热之品， 冬
天的饮食应该以增加热能为主， 同时

食用全麦、糙米等谷类食物、蔬菜、各
种豆类、少量水果。避免高脂食物， 易
生痰湿。 若压力较大， 可服用龙眼大
枣汤、 百合莲子汤等助眠。 女人的生
殖系统最怕冷。 在冬天， 要特别注意
脖子、 腹部、 腿部的保暖。

育龄期女性

对于育龄期妇女来说， 冬季养生
很重要， 保证每周至少2-3次运动 ，
每次半小时以上； 能站不坐， 能走不
乘电梯， 多做家务代替看电视； 若有
生育要求， 可加强腹肌锻炼、 盆底肌
锻炼， 改善局部供血。 饮食有六宜：
“食宜早些 ， 食宜暖些 ， 食宜少些 ，
食宜淡些 ， 食宜缓些 ， 食宜软些 ”。
这个阶段女性在工作、 生活的巨大压
力下， 易生气， 百病由气而生， 由气
而重。 忧怒郁闷， 朝夕积累， 脾气消
阻， 肝气横逆则生疾病。

对于女性疏肝解郁为第一要义，
要注意情绪调控 、 自我肯定 ， 要使
“神藏于内”， 要静神少虑， 保持精神
畅达乐观 ， 药物可选用甘麦大枣汤
（《金匮要略》： “妇人脏躁， 喜悲伤，
欲哭， 象如神灵所作， 数欠伸， 甘麦
大枣汤主之 。”）、 萱草百合莲子汤 、
桔梗菊花玫瑰花茶等进补， 但注意冬
季不要过于寒凉、 注意封藏， 宜收不
宜泄的特点。 也可以采用放松训练，
比如吐纳法、 瑜伽等。 同时， 冬季是
一个藏神的季节， 保精肾水充足才能
上济于心 ， 使得心火不亢 ， 精神内
守， 保精肾水充足才能滋水涵木。

更年期女性

对于更年期女性， 冬季可自行按
摩三阴交、 太冲、 足三里、 内关等穴

位。 这个阶段阴阳失衡， 更要充足的
睡眠。 充足的睡眠能有效恢复精力、
养阴培元， 有益于在冬季阳气潜藏，
阴津蓄积。 同时， 睡前泡脚也是不错
的选择 。 饮食上 ， 以中医 “虚则补
之， 寒则温之” 的原则， 冬季注意增
苦少咸， 防止肾气过旺， 冬季一天吃
个水果， 是补水润肺的理想选择， 水
果的选择如猕猴桃 、 山楂 、 苹果 、
梨、 柑橘等均可。

老年女性

对于老年女性来说， 月经之后由
于激素水平下降 ， 开始面临骨质疏
松、 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等增加。 刘医
生告诫老年女性要注意整体调理、 身
心同治、 先后天之本并重。

中医上讲 ， 精神内守 ， 病安从
来。 冬季养生要重视养神， 冬季养神
重在藏。 扶正固本， 平衡阴阳。 冬日
避寒， 太极拳、 八段锦都是适合老年
女性在家中进行的运动方式。 若午间
阳光充足也可以选择快走、 慢跑等低
强度运动， 以全身微微出汗为宜。

此外， 对于老年女性来说， 中药
膏方也是个不错的进补选择， 方中根
据个人需要添加药材： 黄芪、 党参益
气健脾； 南沙参、 枸杞子、 女贞子、
石斛、 生地、 麦冬等滋阴生津； 九香
虫、 佛手、 砂仁等化滞理气； 收膏常
用龟板胶 、 鳖甲胶 、 阿胶 、 鹿角胶
等。 同时， 寒冷的天气引起血管的收
缩， 血压较夏日偏高， 有此类疾病的
老年女性， 更要注意平和心态， 避免
暴怒， 饮食上注意限盐。

藏神藏精、 潜阳养血是不同阶段
女性的冬季共同养生目标， 愿广大女
性朋友做好日常调护， 让健康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