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醋有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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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生完孩子身材走样失去自信
我该如何改变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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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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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六

日常生活中， 食用醋是厨房中
最普遍的调味品之一， 醋的功效与
作用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不
过， 小编要提醒大家的是， 日常吃
食用醋也要注意禁忌 。 作为药用 ，
醋的功效与作用一是在健身防病
上， 二是在对疾病的治疗上。 经常
食醋能使人的胃液增加 ， 食欲增
强， 消化加速， 从而提高机体的抗
病能力。 生活中吃醋有四大禁忌：

一、 服用“解表发汗”的中药时
不宜吃醋。 醋有收敛之性，祖国医学
认为： 醋能收敛。 当解表发汗的中
药如复方银翘之类的药物进入人体
后， 促进人体汗孔打开发汗排毒 ，
如遇到醋会发生变化， 醋会引发人
体汗孔的收缩， 还会破坏中药中的
生物碱等有效成分的正常治疗。

二、 正在服用某些西药者不宜
吃醋。 醋酸能改变人体局部环境中
的酸碱度， 这样就会使正在治病服
用的某些药物不能发挥作用， 甚至
引发不良后果。 磺胺类药物在酸性
环境中容易在肾脏中形成结晶， 损
坏肾小管， 因此服用此类药物时不
宜食醋。 正在服用碳酸氢钠、 氧化

镁、 胃舒平等碱性药物时， 不宜吃
醋，因醋酸可中和碱性，使药物失去
药效。 使用庆大霉素、卡那霉素、链
霉素、 红霉素等抗菌素药物时也不
宜吃醋， 因这些抗菌素在酸性环境
下药的作用会降低， 影响药效。

三、 胃溃疡和胃酸过多的患者
不宜食醋。 醋含有丰富的有机酸 ，
进入人体后， 会促使胃液增加， 加
强胃酸的消化功能， 但由于其含有
的丰富的有机酸进入人体胃部后 ，
会腐蚀胃肠粘膜加重溃疡病的发
展， 并且能使消化器官分泌大量的
消化液， 加大胃酸的消化作用， 使
胃酸增多， 溃疡加重， 故这类患者
对醋的食用要有禁忌。

四、 对醋过敏及低血压患者不
宜食醋。

惊蛰养肝正其时

中国传统的医学理论中 ， 肝属
木 ， 喜条达 ， 与春令升发之阳气相
应。 惊蛰是养肝护肝的最佳时节，也
是肝病的多发时节。 如果不注意情志
调摄，肝气抑郁，则会生出许多病来。
如情志不遂， 肝阳上亢， 血压升高，
有心脑血管病者还容易发生中风。

自然界中， 随着气候节气等环境
状况改变， 人体的五脏六腑的运行状
态也会随之改变， 因此， 人的饮食起
居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这就是所谓
的 “天人合一”。 在春天， 肝气旺盛
而升发， 人的精神焕发。 可是如果肝
气升发太过或是肝气郁结， 都易损伤
肝脏， 到夏季就会发生寒性病变。

养肝先要睡得香

现代人阴阳颠倒的生活习惯对于
肝脏的损害尤其严重。 现在很多人的
肝病其实是 “熬” 出来的， “一般熬
了夜的人大多双目赤红， 这是肝火上
升的症状。 长期如此， 必然伤肝。”

《黄帝内经》 中记载： “人卧血
归于肝”， 而在惊蛰应 “夜卧早起”。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 睡眠时进入肝脏
的血流量是站立时的7倍。 流经肝脏
血流量的增加， 有利于增强肝细胞的
功能 ， 提高解毒能力 ， 并加快蛋白
质、 氨基酸、 糖、 脂肪、 维生素等营
养物质的代谢， 从而维持机体内环境

的稳定 ， 抵御春季多种传染病的侵
袭。 因此， 每一个人都要注重科学睡
眠。 60岁以上老年人7小时左右； 80
岁以上老年人应睡8~9小时； 体弱多
病者可适当增加睡眠时间。 坚持睡前
用热水洗脚。 晚饭莫过饱， 睡前莫喝
浓茶及咖啡。 讲究睡姿， 睡时应 “卧
如弓”， 以右侧卧位， 睡眠方向以头
东脚西为宜。

减酸增甘宜温补

在饮食上， 惊蛰饮食应遵从 《黄
帝内经 》 里说的 “春夏养阳 ” 的原
则， 适当多吃些温补阳气的食物。 李
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说： “韭叶热
根温， 功用相同， 生则辛而散血，熟
则甘而补中，乃肝之菜也。 ” 惊蛰适量
吃些性温的韭菜，可起到补人体阳气，
增强肝和脾胃功能的作用。此外，日常
我们餐桌上常见的 “葱 ” 一身都是
药， 其叶能利五脏， 消水肿； 葱白可
通阳发汗、 解毒消肿； 葱汁可解毒，
活血止痛； 葱根能治痔疮及便血。

在口味上则宜甜少酸。 大枣、 山
药最宜于春季食用， 李时珍称赞大枣
“气味甘平， 安中， 养脾气， 平胃气，
通九窍 ， 助十二经 ， 补少气 、 少津
液 、 身中不足 ， 大惊四肢重 ， 和百
药， 久服轻身延年。” 山药味甘性平，
具有健脾养肝、 滋肺益气、 补肾固精
等功效 ， 可用枣 、 山药与大米 、 小
米 、 豇豆煮粥食用 ， 以健脾养肝益

胃， 滋阴润燥。
此外， 惊蛰要多吃蔬菜和野菜，

如黄豆芽、 绿豆芽、 香菜、 春笋、 莴
笋 、 菠菜 、 香椿 、 荠菜 、 芹菜 、 油
菜、 柳芽等， 既能补充多种维生素、
无机盐及微量元素， 又可清热润燥，
有利于体内积热的散发。 在春天要尽
量忌吃油腻、 生冷、 黏硬食物， 以免
伤及肝脾。

运动养肝

惊蛰养肝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运
动与心态。 万木吐翠的春天， 正是采
纳自然阳气养肝的好时机， 而运动则
是绝好的方法。 各人应根据自身体质
状况，选择适宜的锻炼项目。 清晨、傍
晚及节假日，可漫步于芳草小径，或去
郊外踏青问柳，游山戏水，赏花行歌，
登高望远， 身心融入大自然之中， 人
天合一， 无形之中增强了心身健康。

另外， 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 对
于肝脏的保健也是必不可少的。 老百
姓平时常说 “火大伤肝 ” ， “怒伤
肝”， “肝火太旺”， 其实都是在说情
志过度刺激会使五脏之气平衡协调的
关系受到破坏。 故而， 惊蛰应顺应阳
气升发的自然规律， 方可使肝气顺畅
条达。 这就要求大伙儿要学会自我调
控和驾驭好情绪， 心胸开阔， 遇到不
快的事要戒怒， 并及时进行宣泄， 防
止肝气郁结。 平时要培养乐观开朗的
性格， 对惊蛰养肝大有裨益。

惊惊蛰蛰时时节节养养护护肝肝
□□黎黎洁洁

【职工困惑】

生完孩子以后， 我的身材真的变差了
好多， 妊娠纹、 产后雀斑也全都冒出来了。
而且， 由于总是忙着带孩子， 完全没有时
间打扮自己， 整个人与生孩子前简直判若
两人。 我现在真的感觉很没有自信， 也很
难过， 我该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对
于很多新妈妈来说， 生孩子似乎是一种割
舍， 割舍了好身材、 割舍了精致、 割舍了
自由……产后因身材的走样、 容貌的改变
带给新妈的心理创伤， 一点不比不会照顾
孩子少。

【专家建议】

当妈妈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甚至要付
出美丽的代价 ， 对于新妈妈产后 “变丑 ”
的焦虑，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缓解：

一是接受妈妈的角色。 产后体型的巨
变、 妊娠纹等问题确实给妈妈们带来很多
烦恼， 但是妈妈们也要承认自己已经从曾
经的 “美少女” 的角色转变为 “妈妈” 的
角色 ， 这些问题是当妈妈后不可避免的
问题 。 一方面享受做妈妈的美好， 另一
方面也必须接纳做 “妈妈 ” 可能带来的
“问题”。

二是用实际行动来改善。 体型的改变
等问题是暂时的 ， 断奶后可以通过锻炼 、
塑形、 控制饮食等各种手段恢复往日的身
材。 与其对自己的体型、 妊娠纹等问题终
日郁郁寡欢， 不如行动起来， 了解解决这
些问题的方法， 并努力实现目标。

第三， 自信在心中。 我们的自信心建
立与外在是否足够完美并没有直接关系 ，
无论外在条件如何， 认可自己、 接纳自己、
爱上自己才是真正的自信， 了解自己的优
点， 承认自己的不足， 但依然爱这样的自
己， 因为自己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最后是家人的支持。 产后心理调适不
仅仅是妈妈们一个人的事情， 家人也要给
予妈妈们更多的情感支持， 尤其是丈夫的
关爱和支持尤为重要。 很多家庭在孕期时，
准妈妈是大家注目的主角， 享受着众星捧
月般的宠爱， 而产后大家的注意力更多地
转移到新生宝宝身上， 这让新妈妈不免产
生失落感。 因此， 产后需要给予新妈妈更
多的关注， 不仅要注重新妈妈的营养补充，
还要努力为其营造一个温馨的生活环境 ，
同时也要关注其情绪的变化， 给予更多的
赞美、 鼓励及心理支持， 帮助新妈妈建立
自信， 顺利过渡到妈妈的角色中来。

33月月55日日是是二二十十四四节节气气中中的的 ““惊惊蛰蛰””。。 此此时时，， 天天
气气渐渐暖暖，， 春春雷雷初初响响，， 冬冬眠眠的的蛰蛰虫虫、、 蛰蛰兽兽被被惊惊醒醒。。 春春
耕耕始始，， 万万物物长长，， 一一切切生生机机勃勃勃勃。。 中中医医认认为为，， 肝肝脏脏与与
草草木木相相似似，， 惊惊蛰蛰属属肝肝，， 肝肝气气最最活活跃跃的的季季节节，， 是是养养肝肝
护护肝肝最最好好的的时时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