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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看到负面新闻
总会感觉焦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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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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勇

睡眠要充足： 高质量的睡眠会
使人忘却烦恼， 提防疲惫从精神到
躯体彻底轻松。 睡眠不足， 晨练的
效果反而大打折扣。

早起要形成规律： 健康与规律
的生活关系密切， 晨起不宜恋床 ，
要稍息片刻便起床， 并开窗通风 。
换进新鲜空气。

洗漱要认真： 清晨洗漱要用温
水， 并用干毛巾将皮肤擦干， 促进
面部鼻部血液循环。 刷牙有利于洁
齿， 爽口， 利咽。

装束要利索： 晨练的装束应追

求宽松、 简洁而不宜杂乱， 可给人
一种清新的感觉。

温开水要先喝： 一夜熟睡， 散
发了体内大量的水分， 饮温开水可

补充水分， 还有清喉去痰的作用。
同练人要少： 晨跑、 练功等不

宜人多， 一般2-3人较适宜， 以免
分散注意力， 或因讲话而吸入过多
的冷空气。

运动要适量： 运动一般由慢及
快、 由轻及重、 由外到内， 根据个
人体质、 情绪的好坏选择适宜的
运动。

早餐要吃好： 一日三餐， 早餐
最重要， 不宜过量 ， 过冷 ， 过油 。
一顿适宜的早餐， 可保持一天精力
的旺盛。

初春的天气十分不稳定， 稍不注
意 ， 寒气就会趁虚而入 。 俗话说 ：
“春捂秋冻”， 这不单单指不能减衣，
我们还需通过运动 “捂一捂” 自己身
体的各个部位， 来达到稳固阳气的作
用。 但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只有正
确 “春捂” 才能达到保健的目的。

“春捂” 的养生之道

民间常说的 “春捂秋冻” 具有一
定科学道理， 符合中医的养生之道。
在古代的很多医学典籍中， 都曾经对
“春捂”进行过正确的论述，《摄生消息
论》中就说过：“春天天气寒暖不一，不
可顿去棉衣，老人气弱骨疏体怯，风寒
易伤腠理，时备夹衣，温暖易之，一重
减一重，不可暴去。 ”这里说得非常明
白，冬天的衣服不可一下子减去过多，
要循序渐退，慢慢减少，才能防止阳气
丧失，病魔侵入。 “春捂”的含义就是
说立春以后， 不要着急忙慌地脱掉厚
厚的冬装换上轻盈薄透的春装。 人体
经过寒冬之后， 在冬天厚衣服的保护
下，血管处于收缩状态，整个血液循环
相对缓慢， 抗病的能力也相对较弱，
因此在早春记得千万不要匆忙脱衣，
而应根据天气的变化 ， 一件一件地
减。 此外， 冬天盖的被褥也不应马上
换成春天的薄被子 ， 而应符合 “春
捂” 的养生之道。

“春捂” 讲究 “三因制宜”

“春捂秋冻， 不生杂病” 是一句
家喻户晓的养生民谚。 的确， “春天
孩儿脸， 一天变三变”， 气候变换无
常， 尤其是早晚与日间温差悬殊， 加

之多风， 风速越快， 人体散失的热量
也越快、 越多， 就更觉寒冷， 此时，
人的衣着若不合时宜， 很容易罹患各
种时病。 那么， 应该怎样 “捂” 呢？

从时间上讲， 早春寒气未消， 气
温仍低， 此时是最该捂的时候， 以防
“倒春寒”； 仲春乍寒乍暖， 气候变化
较大 ， 时而艳阳高照 ， 时而风寒料
峭， 这时当气温持续在15℃以上且相
对稳定时， 即可减衣， 而日夜温差大
于8℃则该捂， 随时加减衣服， 晚春
气温升高， 就没有再捂的必要， 可以
依次减衣， 以免耗气伤阴。

依地域来看， 我国南北方处于不
同的地理位置， 在气候上差异较大，
当南国已是百花盛开的时候， 北国还
是风雪冰霜， 故南方可根据气温变化
提前减衣， 而北方则要一直捂到气温
稳定时为止。

就人体而言，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是捂下身， 因为 “寒从脚下起”， 人
体下部血液循环较上部为差， 故传统
养生主张春令衣着宜 “下厚上薄 ”；
其次是捂头， 头为 “五阳之首”， 最
易散热， 使热量由此丢失； 再次是捂
背， 背为阳中之阳， 风寒之邪极易透
过背部侵入人体 ， 兼之与气血 “命
脉” 心肺相邻， 故其保温显得格外重
要； 还有就是捂腹， 尤其是胃肠病患
者和患有妇科病的女士， 更要注意腹
部的保暖。

“二月休把棉衣撇， 三月还有梨
花雪。” 春季养生讲究 “天时地利人
和”， 也就是要因时、 因地、 因人而
宜 ，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 护 自 身 健
康 ， 顺利地度过冷暖交替 、 气候多

变的春天。

“春捂” 的重点人群

春季是常见病的多发季节， 特别
是慢性支气管炎、 哮喘、 类风湿关节
炎及过敏性疾病等 ， 一遇到气温突
变， 或者粉尘飞扬， 症状就会出现；
再加上 “倒春寒” 往往容易让身体抵
抗力下降 ， 因此诱发或加重原发疾
病。 这类人群在 “春捂” 的同时应该
在平时生活中加强体育锻炼， 增强抵
抗力。 也可以用中药黄芪、 党参、 大
枣适量 ， 煮成茶水饮用 ， 以补气护
卫， 提高机体免疫力。 患有呼吸道疾
病的人， 可以喝一些姜枣糖茶， 即取
生姜10克 ， 大枣10枚 ， 加水煎煮成
茶， 少加红糖， 日日饮用； 患有关节
疼痛的人， 生姜是不可缺少的食品，
可以生吃 ， 亦可以到超 市 买 糖 姜
片食用。 此类病人， 不可食用寒冷
食物 ， 亦不可过量食用辛辣温热之
品， 以防出汗过多， 腠理开泄， 诱发
感冒等疾患。

另外， “春捂” 并不表示在家里
要成天关闭门窗， 每天开窗通风是非
常必要的。 大多数家庭都喜欢在早晨
打开门窗通气，而后就一天门窗紧闭，
这样不好。 至少要在午睡后和晚睡前
对居室进行通风换气。 使用空调的家
庭更不能一天24小时门窗紧闭， 完全
依靠空调的换气功能来保持室内空气
新鲜是不行的。每天换气次数不少于3
次，每次不少于10分钟。 另外，通风换
气还要选择适当的时机， 最好在太阳
出来后再开窗换气， 否则室外的二氧
化碳浓度较高，对人体健康不利。

科学“春捂”才健康 □钟竹意

【职工困惑】

每次看到小孩从18层高楼坠落、 孩子
在外被人拐走等新闻报道， 我都会不自觉
地联想到自己的孩子， 非常害怕这些事情
也发生在我孩子身上， 这种担心让我很紧
张、 很焦虑， 请问我该怎么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解答：
焦虑是一种常见的情绪状态， 是指一种缺
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根据的恐
惧， 是人们遇到某些事情， 如挑战、 困难
或危险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 当
焦虑的严重程度和客观事件或处境明显不
符， 或者持续时间过长， 就变成了病理性
焦虑， 称为焦虑症状。

【专家建议】

该如何改变这种症状呢？ 给您如下几
个建议。

首先， 调整认知。 焦虑的情绪往往源
于人们将危险扩大化和灾难化。 事实上新
闻中出现的情况真正发生到自己孩子身上
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当我们冷静下来去思
考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时， 就会对事件给
予更加理性的认识， 而理性思考过后， 焦
虑感受也就会随之减轻了。 此外， 就算事
件发生了 ， 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去解决 。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也可以缓解焦虑情绪。

第二， 转移注意力。 沉浸在焦虑的情
绪之中， 就会把事情想得非常糟糕， 继而
更加担忧和恐惧，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
循环， 使焦虑情绪持久和加重。 在这个时
候， 如果能够做点其他的事情， 比如听音
乐、 做一些家务活、 完成工作、 外出锻炼
身体等来转移注意力， 那么担忧的情绪会
减轻甚至消失。

第三， 放松练习。 焦虑通常会使人感
到身体僵硬、 情绪高度警觉、 整个人都在
应激状态中， 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放松练
习来调整自己紧张的身心状态。 比如找一
个舒服的地方坐好， 闭上眼睛， 慢慢用鼻
子吸气， 再通过嘴把气呼出去， 这样反复
做， 直到自己的身体感觉到不再紧绷， 且
气息平稳； 或者采用冥想法， 找一个放松
的姿势做好， 主动想一件开心的事情或者
让自己感到放松的情景， 尽量把事件或者
情景真实而具体化， 使自己完全融入其中，
去体会放松的感觉。 您可以关注“首都职工
心理发展”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 “心理应
用” 菜单栏， 进入之后里面会有许多心理
放松方法的教学视频， 帮助您快速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