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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诗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梨的水分多 ， 滋阴润燥润
肺。 咽喉感觉不舒服， 可以把梨
蒸着吃。 蒸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
皮， 而且还可加入其他的食物，
增强功效。 其中， 最常用的要数
川贝冰糖梨： 将梨去核切块， 与
川贝、 冰糖一起， 加适量水放入
碗中 ， 隔水炖煮15分钟左右起
锅， 喝汤吃梨。

香椿是一种阳气很足的食
物， 能补脾阳， 春天要补脾， 最
好能够吃点香椿。 香椿最典型吃
法数香椿炒鸡蛋。 而最简单的吃
法就是凉拌香椿： 取香椿洗净入
开水中焯两分钟至变绿色， 然后
放凉水中浸泡五分钟， 挤水切碎
加盐和香油拌开即可食用， 此菜
健脾开胃， 增加食欲。

香椿常食不生杂病

孕妈不要乱摸肚

偶尔摸一摸肚皮， 对准妈妈
的心理有好处。 不过， 这个幸福
的小动作如果操作不当， 不仅打
扰胎宝宝休息， 甚至频繁乱摸，
还容易诱发宫缩，造成流产、早产
甚至胎盘早剥。 准爸妈做抚触胎
教，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以
免用力不当。 每次抚触时间也不
宜太长， 大约5到10分钟即可。

“肉吃多了， 喝杯浓茶可以
解腻” ———这是很多人以为的生
活 “常识”。 但事实上， 浓茶中
含有鞣酸， 会和肉中的蛋白质形
成有收敛性的物质， 可能会让肠
道的蠕动减慢， 不但不能解腻，
还可能不利于消化。 建议应控制
饮食， 多吃新鲜蔬菜。

吃蒸梨护嗓子

大鱼大肉后不宜喝浓茶

产后悲伤易怒
你可能患了产后抑郁

典型的产后抑郁症于产后6
周内发生， 一般可在3-6个月自
行恢复， 但严重者也可持续1-2
年。 再次怀孕则有20%-30%的复
发率。 产后抑郁症发作时的临床
症状与其他时间抑郁发作无明显
区别。

很多产后抑郁在产前已有征
兆。情绪低落，无精打采，易哭泣，
对即将到来的分娩毫不关心。 也
就是说产前的心理状态与产后抑
郁的发作有很大的相关性， 家属
应对这些状态有所警惕。

分娩是否顺利， 是引发产后
情绪变化的极大导火索， 家人应
多关注。 难产、 产程时间过长 、
使用过多手术助产技术、 顺转剖
等， 都会导致产妇心理应激状态
诱发产后抑郁。 如果经历这些产
科因素 ， 家人则更要关心 、 包
容、 陪伴产妇。

产妇的人格特征、 分娩前心
理准备不够充分 、 产后适应不
良、 产后支持系统薄弱 （这跟产
后有多少人照顾关系不大， 主要
看照顾者是否是产妇认为的有利
的照顾者）、 家庭经济状况、 分
娩时医护人员的态度、 婴儿性别
与健康状况等等， 都属于影响因

素。 产妇及家属了解这些相关因
素可以初步判断是否是引发产后
抑郁的原因：

产后情绪低落， 对什么事情
都不感兴趣。

失眠。
产后非疲劳性的过度睡眠。
反复出现死亡或者自杀的

想法 。
自我评价降低或者过度自我

否定。

应对产后抑郁
家人的理解支持尤为重要

产妇和家人需要正视孕期及
产后的心理问题， 选择正确的应
对方式。

由于社会文化和家庭传统
等因素影响， 产妇出现心理问
题后， 国内夫妇间常缺少直接交
流 ， 反而各自找父母 、 朋友倾
诉， 形成对立的局面 ， 无助于
问题的解决。 也可能羞于去精
神科、 心理科就诊， 使问题不断
加重。

医学统计显示， 产后抑郁常
出现在产后6周内。 随着产妇体
内激素水平的逐渐恢复， 抑郁症
状有可能自行消失， 但仍有部分
产妇深陷其中。 如果得不到正确
的引导 ， 就有可能发生恶性事
故， 也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有些时候， 产妇自我觉察较
低， 家人需要注意细节。 例如产
妇出现一些平时没有的情绪状
态， 情绪烦躁或是低落， 觉得自
己很糟糕等等， 都应及时干预。

心理咨询师建议产后抑郁症
的治疗可采用心理咨询的方式，
给予支持性心理治疗。 而家人的
理解与支持尤为重要。 产妇可向
身边人倾诉自己的情绪状态、 适
当的运动， 也能缓解产后抑郁症
状。 如症状严重， 产妇也可以考
虑服用抗抑郁药物。

时代不同了， 女性在孕期及
产后面对的压力与困扰也不同。
不是现在的孕妇变矫情了， 而是
心理健康变成人们更在意的生活
品质的指标， 孕产妇需要更好的
理解与实实在在的支持。

如何预防产后抑郁症？

加强围生期保健。 利用孕妇
学校等多种渠道普及有关妊娠、
分娩常识， 减轻孕妇对妊娠、 分
娩的紧张、 恐惧心情。

密切观察。 对有精神疾患家
族史的孕妇， 应定期密切观察，
避免一切不良刺激， 给予更多的
关爱、 指导。

充分关注。 分娩过程和疼痛
对产后抑郁有较大影响， 尤其对
产程长、 精神压力大的产妇， 更
应给予充分关注。

心理疏导。 对于有不良分娩
史、 畸形胎儿、 孕期情绪异常等
高危因素的产妇， 应给予她们更
多的关心， 及早进行心理疏导。

“生命在于运动”， 但您知
道吗 ？ 一旦选择的锻炼方式不
对， 就有可能走进误区， 越练病
越多。

北京急救中心提示锻炼时要
注意以下事项：

跳广场舞应适当控制时间和
强度， 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肩痛不应一律甩肩锻炼。 频
繁做上举动作， 会加重肩关节的
负荷， 造成或加重肩袖撕裂。

“燕儿飞”、 仰卧起坐对老
年人不适合。

不宜进行大强度、 高难度的
锻炼。

老人不宜爬楼梯 、 爬山锻
炼， 易加大膝关节的损伤， 诱发

膝关节疾病。
头颈部绕圈练习不宜剧烈旋

转， 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 甚
至跌倒， 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
落， 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运动损伤后 “先冷敷， 再热
敷”， 损伤24小时内冷敷， 将伤
处组织内温度降低， 毛细血管收
缩，减少出血和渗液，24小时后热
疗， 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达到活
血散淤、消肿、减轻疼痛的疗效。

不要空腹晨练。
不宜运动憋气。 老年人心肺

功能减退， 憋气用力时， 会因肺
泡破裂而发生气胸。 憋气之后 ，
回心血量骤然增加， 血压升高，
易发生脑血管意外。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 丰台工商分局
创新延伸服务职能， 助力企业
快速发展。

一是零距离。 将自助打照
机投放至写字楼， 企业在完成
全程电子化申报、 审核后， 在
楼宇内自助打照， 实现了营业
执照办理 “零见面、 零跑路”。
目前， 时代风帆、 国数基地等
楼宇已引入自助打照机。

二是延触角 。 在 楼 宇 设
立行政服务办事大厅 ， 囊括
工商、 食药、 派出所及人民调
解窗口， 为企业送政策 、 送
服务 ， 企业可直接办理相应
手续。

三是云平台。开发建立“丰
台区非公党建云数据平台”，纳
入2.9万余户企业数据，实现对
全区示范点重点工作情况的统
计分析， 预警异地经营等违法
违规问题， 实现监管前移。 目

前，已通过反馈预警将700余户
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四是多服务。 创新互联网
线上服务模式， 开设 “工商、
税务直播课堂”， 通过网络讲
授登记注册、 税务办理、 商标
广告等知识， 课堂首次开播在
线观看峰值达 3000余户 ， 将
“政策红包” 送到纳税人手中，
享受改革红利。

（李静）

创新延伸服务职能
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九个锻炼误区 小心越练越伤

丰台工商

治疗产后抑郁
亲亲人人的的陪陪护护理理解解最最有有效效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医生介绍， 产后抑郁症是指女性于产褥
期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或典型的抑郁发作。 与产后心绪不宁和产
后精神病同属产褥期精神综合征。

大多数产妇产后的情绪低落状态不一定是产后抑郁症。 产后
抑郁症需要经过专业精神科医生的诊断， 不是自填几份心理学抑
郁量表 （问卷） 就能说自己是这个病症。 另一方面， 孕妇本人及
家属还是应该重视孕产妇的心理健康情况。

北京急救中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