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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杨彤彤

心血管疾病患者

心血管疾病患者卧床休息数小
时后尿量会显著增加， 导致血容量
减少， 血液黏稠度增高， 使心绞痛、
血栓性脉管炎等的发生概率明显增
加。 心血管疾病常在夜间发作， 在
某种程度上是长时间卧床休息引起
的继发反应。 从临床角度看， 心力
衰竭的患者需要采用坐位来减轻心

脏负担。 许多患者担心体力活动会
导致心肌破裂或加重心脏损害， 其
实， 吃饭、 洗脸、 刷牙 、 穿衣、 缓
慢步行等活动的能量消耗比卧床只
增加20%~50%。

呼吸道疾病患者

多数人以为呼吸道疾病发作时，
卧床休息可以减轻呼吸困难。 其实，
卧位时的肺通气和血液灌流比例容

易失调， 结果是肺泡气体与血液之
间的交换受限。 同时， 卧位时横膈
的活动受到限制。 正是由于这个道
理，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往往喜欢采
用半卧位或坐位， 而不是平卧。 另
外， 长期卧床还可导致肺炎的发生
率增高。

骨质疏松患者

骨骼生长和骨密度取决于施加
在骨上的力， 这就是为什么水中的
鱼骨密度显著低于陆地上哺乳动物
的道理 。 骨骼一旦失去外力作用 ，
就无需坚强的质地， 因此出现骨质
疏松。 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与缺乏
体力活动有密切关系。 要保持骨质
密度， 适当地运动极为重要。 关节
软骨主要依靠承受压力来进行营养
物质交换。 如果关节长期不承受压
力 ， 关节软骨便会发生营养不良 ，
从而造成软骨变性和关节功能障碍。

这些病人
不宜长期卧床
□郭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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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因为害怕爱上别人，
40岁依旧单身的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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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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起补水

谷雨已是暮春， 暮春时节气候复
杂， 不过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大风天气，
此时人体就容易流失水分， 抵抗力就
会随之下降， 容易诱发、 加重感冒与
很多慢性病。 这个时候， 补水就显得
特别重要。 这是因为一夜春眠之后,人
体内水分消耗较多。 晨起喝水不仅可
补充因身体代谢失去的水分、 洗涤已
排空的肠胃， 还可有效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生。 喝水量以250毫升为宜。

少吃燥热物

春季应选择吃些低脂肪、 高维生
素、 高矿物质的食物， 比如新鲜蔬菜，
包括荞菜 、 菠菜 、 马兰头 、 香椿头 、
蒲公英等， 这些可起到清热解毒、 凉
血明目， 通利二便、 醒脾开胃的作用。
春夏要少食酸性食物和辛辣刺激的食
物 ， 否则会使肝火更旺 ， 伤及脾胃 。
暮春时节， 在适当进食优质蛋白类食
物及蔬果之外， 可饮用绿豆汤、 赤豆
汤、 酸梅汤以及绿茶， 防止体内积热。

饮食要减

谷雨时节饮食在注意考虑低盐 、
低脂、 低糖、 低胆固醇和低刺激等个

方面的前提下， 饮食上要减少高蛋白
质、 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春季， 肝木
旺盛， 脾衰弱， 谷雨前后15天及清明
的最后3天中， 脾处于旺盛时期。 脾的
旺盛会使胃强健起来， 从而使消化功
能处于旺盛的状态， 消化功能旺盛有
利于营养的吸收， 因此这时正是补身
的大好时机。 可选择参蒸鳝段、 菊花
鳝鱼等具有祛风湿、 舒筋骨、 温补气
血的功效的膳食； 还可选择草菇豆腐
羹、 鸭蛋汤具有滋阴养胃、 降压降脂、
抗菌消炎、 清热解毒、 养血润燥功效

的膳食。 但是补要适当。
在此基础上， 谷雨前后还适宜食

用一些能够缓解精神压力和调节情绪
的食物。 多吃一些含B族维生素较多
的食物， 对改善抑郁症有明显的效果。
小麦胚粉、 标准面粉、 荞麦粉、 莜麦
面 、 小米 、 大麦 、 黄豆及其他豆类 、
黑芝麻、 瘦肉等含有丰富的B族维生
素。 此外， 多食用碱性食物有助于缓
解人体的急躁情绪 ， 如贝 、 虾 、 蟹 、
鱼、 海带等产品有助于改善情绪。

【职工困惑】

我今年40岁了， 依然单身。 其实
我的条件还算不错， 这些年也出现过
让我心动的人， 但我就是不敢迈出那
一步。 我害怕爱上别人， 不敢毫无保
留地付出我的爱， 我很怕我的付出换
不来同等的回报， 所以每当我感觉有
些喜欢上对方时， 总会强行让自己冷
静下来， 不让关系发展下去。 我知道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对爱情和
婚姻太没有信心了， 可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解答： 当今社会中， 很多大龄青年条
件都不错， 但是却迟迟没有结婚。 其
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不知道爱情是什
么， 到底如何去爱， 找不到那份发自
内心的、 互相依赖的亲密感， 以及想
要走到一起的冲动和激情。 尤其是曾
经经历过爱情创伤的人 ， 会有一种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的感受，
不敢再次放手去爱。

【专家建议】

那么爱情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一
种等价的交换吗？ 显然， 如果在爱情
中我们用理性的态度去分析自己的付
出是否得到了同样的回报， 那么就会
忽略爱情本身带给自己的快乐感受 。
爱， 其实远非我们想得那么简单， 虽
然爱的欲望是天生的， 但是爱的能力
则是需要学习和发展的。 除了在自己
的成长环境中学习爱的模式， 更需要
在实际的生活中去学习、 改善， 最终
形成一种爱的能力。

当然在爱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
以分手告终或者受到一些伤害，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继续受伤， 也不
意味着我们就此找不到自己爱的归属；
此外 ， 这也正是我们学习爱的契机 ，
在挫折中可以更真实地看到自己到底
需要怎样的爱， 也能够学习到如何去
爱才更恰当。

爱情中的付出也许不会得到相应
的回报， 但是其实付出本身也是自己
的一种需求， 因为每个人都有爱别人
和接受别人的爱的需求。 爱的能力是
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和培养的， 所
以请慢慢迈出第一步， 在学习中不断
完善和提高爱的能力吧。

众所周知 ， 患病后需要好好休
息。 然而， 医学专家提醒， 并不是所
有的病人都需要好好休息， 有些病人
长期卧床反而不利于康复。

谷雨是 “雨生百谷” 的意思,谷雨时节气温回升， 雨量开始增多。 中医认为， 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人体是息息相
关的， 人禀天地之气而生， 一年四时的气候变化必然会对人体产生影响， 如果人体不能适应气候的变化就会生病。 除
了注意运动养生外， 还应饮食调养等方面下功夫， 使人体自身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 保持各脏腑功能的正常。 饮食调
养宜把握 “一补二少三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