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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汗越多越有益健康

出汗本身是有益健康的， 但是夏
季大汗淋漓， 过度流汗却是危害重重
的。 大量出汗， 汗滴大滴流淌， 不仅
散热效果不佳 ， 更会损伤津液和元
气， 会使身体丢失很多钾、 钠等有用
物质。 过度出汗容易导致脱水体虚，
电解质紊乱。 还会使血液浓缩， 血粘
度增高， 有诱发血栓和心肌梗死的危
险。 因此， 夏季排汗要适度， 运动时
也要注意休息。

凉茶越苦越下火

良药苦口利于病， 很多人认为凉
茶也是越苦越容易下火， 但是一味求
苦， 可能会损伤脾胃。 凉茶虽然是夏
季很好的一种清凉饮品， 但它同时也
是一种中药汤剂， 是药三分毒， 一定
要适可而止。 另外， 老年人脾胃功能
相对减弱 ， 婴幼儿脾胃功能尚未健
全， 也不宜饮用凉茶， 否则容易引起
消化不良、 腹痛等不良反应。

口渴后狂喝饮料

大量出汗已使人体内盐分排出过
多 ， 这时大量喝饮料 ， 则使体内的
水、 盐比例失调， 导致代谢紊乱， 易
出现胃肠绞痛、 心慌、 气急。 夏季口
渴难耐时宜一次喝半杯凉茶或白开
水， 过一段时间后再喝些， 让体内慢
慢恢复水分。

过量喝啤酒消暑

夏天人体消耗的水分很大， 随时
需要补充水分， 喝啤酒虽然能感觉一

时解渴， 但是由于酒精在人体发生作
用， 会让人感觉到 “热”， 同时还会
加重口渴和出汗的现象。 可见， 夏天
喝啤酒是没办法达到解暑降温的目的
的， 口渴的时候还是多喝点水吧。

喝绿豆汤多多益善

绿豆汤具有清火降暑的功效， 夏
季绝佳饮品。 但是绿豆性凉， 尤其是
脾胃虚寒的人， 不宜多喝。 另外， 绿
豆汤多用冰糖熬制， 容易导致发胖，
更要适量饮用。

天热少穿衣服

天气越热， 衣服穿得越少， 是大
家的普遍做法 ， 不过大家有没有发
现， 衣服穿得少了， 反而觉得更热了
呢？ 真相是这样的———当外界气温接
近或者超过人体温度 ， 也就是37℃
时， 暴露在空气中的肌肤就会从外界
吸收热量 ， 使得人们觉得更热 。 因
此， 当天气接近37℃时， 不管男女都
要尽可能的少裸露肌肤。

冲凉最舒服

夏天大汗淋漓后最有效的降温方
法， 就是冲凉， 直接用凉水冲洗， 舒
服降温。 殊不知， 这种 “快速冷却”
的冷水浴， 常常会 “快活一时， 难受
几天”。 人们外出活动时吸收了大量
的热量， 人体肌肤的毛孔都处于 “张
开” 的状态， 而 “冲凉” 会使全身毛
孔迅速闭合， 使得热量不能散发而滞
留体内， 从而易引起高热症。 同时，
“冲凉” 之时， 因脑部毛细血管迅速

收缩， 也容易引起供血不足， 使人头
晕目眩 ， 重者还可引起休克 。 “冲
凉” 过后， 人体抵抗力降低， 感冒也
容易 “乘凉而入”。 因此， 夏季外出
回家后， 应先让自己出汗， 待身上的
暑热散发过后， 再用毛巾擦拭或采取
其他清凉措施。

运动后大量补水

夏天运动后大汗淋漓 ， 口干舌
燥， 这时大量饮水， 痛快又解渴。 但
是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运动后马上大
量饮水， 会使胃肠道部分血管急剧收
缩， 吸收能力减弱， 使人感到胃部沉
重闷胀， 妨碍膈肌的活动， 影响正常
的呼吸。 因此， 夏日运动后应适量补
充点水， 特别是盐水， 不要快速大量
饮水。

午睡时间过长

夏天午睡时间过长， 起床后反而
精神更差。 这是因为大脑中枢神经过
度抑制， 使脑血流量不足， 体内代谢
减慢而造成的。 午睡一般以半小时左
右为宜， 最多不超过1小时。

夏日要开窗才凉快

夏日天热， 开窗通风散热才能凉
快？ 其实不然， 夏季室外温度高， 太
阳灼晒， 即使有风， 那也是热风， 开
窗通风， 不仅不会带来凉爽， 反而会
更热， 因此， 当室外温度升高时， 应
及时关闭门窗， 让室内温度少受外界
影响。 开窗通风， 应该选在早晚室外
温度不高时。

用 “危机四伏” 来形容清晨老
人的健康状况绝非耸人听闻。 清晨
几个小时老年人的死亡率约占一天
24小时的60%； 起床后2个小时内，
心脑血管疾病的猝发事件 （心肌梗
塞 、 中风等 ） 更是高达70%～80%，
而以下几招可帮助老年人顺利度过
“清晨”：

起床要慢。 老年人神经调节功
能迟钝， 体位突然由卧位变成直立
位， 血压会急剧升高， 导致脑血管
破裂等意外发生。 建议老年人醒后
在床上躺5分钟， 睁眼平卧半分钟，
再起身坐在床上半分钟， 然后放下

两只脚在床沿上坐半分钟， 最后下
床活动。

坐着穿裤。 因站着穿裤子而不
慎跌倒、 骨折的老年人并非个别 。
股骨属于多孔性海绵骨， 加上人老
缺钙， 骨质疏松， 故轻微跌伤就可
造成骨折。 因此， 老年人穿裤子最
好坐着穿。

排尿蹲或坐。 老年男子采用蹲
式或坐式排尿可以防止因站立不稳
而摔倒； 其次， 蹲坐排尿， 还可进
行提肛运动， 减少便秘的发生； 更
为重要的是， 蹲坐排尿有防范血压
降低的危险， 如排尿性晕厥等。

不用力排便。 用力排便可使血
压升高20～40mmHg以上， 这对于血
管硬化、 血压本来就较高的老年人
非常危险。 因此， 老年人要每天定
时如厕。

□黄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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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性格内向，
注定就是职场中的失意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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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最近正在搞基层管理者的内部竞
聘， 努力工作的我居然落选了， 归根结底
还是我自己太内向了， 没和领导、 同事搞
好关系 ， 导致很多人对我有所误解 。 而
且， 我也从侧面打听到， 领导们没选我的
原因就是认为我太内向了， 不适合做管理
者。 我真觉得很难过、 很无奈， 难道内向
的人真的注定是职场中的失意者吗？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找
工作时， 我们往往会考虑自己的性格是否
适合这份工作， 性格与工作内容不适， 将
会阻碍职业发展与晋升空间。 但是， 那些
喜欢目前的工作但性格又与岗位匹配度不
高的人也不用过分紧张， 因为工作反过来
也会改变我们的性格。

心理学研究表明， 一个人越投入自己
的工作， 越可能与工作代表的价值观、 角
色特征产生比较深层的互动。 刚开始工作
时， 我们的认知、 能力与工作的要求并不
能很好地匹配， 内心也许会产生痛苦， 甚
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 但随着工
作时间的增长， 变化出现了。 有的人努力
改变自己的认知， 提升自己的能力， 工作
起来开始变得游刃有余。 但也有人却一直
不能认同工作， 也不主动做出改变， 最后
只能遗憾离开。

【专家建议】

改变源于选择并坚持。 性格50%是天
生的， 50%取决于后天。 由于性格特征从
本质上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改变起来会需
要很长时间。 这就需要你有意识地坚持一
些行为， 让它们最终形成习惯。

多角度看待自己的性格 ， 着眼于优
势。 比如， 你的工作偏向技术， 那么内向
性格会让你更加专注……如果想要改变，
弄清楚改变哪些性格特征对你最有利。 内
向性格与人际沟通并不冲突， 需要一方面
利用内向的沉稳 ， 给人以责任感和信任
感， 另一方面加紧人际沟通技能的学习。

从一点一滴做起。 如果想要改变多个
性格特征， 不可能一蹴而就， 更别胡乱抓
瞎， 而是将其列出清单， 并标注出对你的
困扰程度。 然后， 先改变那个对你困扰程
度最高的行为， 那就有意识地降低这个行
为的频次， 增加相反行为的频次。

持之以恒 。 经常回顾你所取得的进
展， 给自己点个赞， 强化内心的动力。 当
然，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退步， 这也是正常
的， 不要纠结于此。

□聂勇

高温天气， 空调、 冷水澡、 饮食等方式是
不错的消暑方式， 夏日养生保健的重要性很多
人都知道， 但是， 有些做法却适得其反， 不仅
达不到养生的效果， 还损身体。 大家在防暑降
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养生细节， 避免踏入夏日
养生误区。

四招应对老人“清晨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