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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问题：

我很喜欢买东西，觉得女人就该
对自己好点，这样才能“取悦自己”。
前一阵，遇到电商搞促销，加上工作
得到了领导表扬，很开心，就又买了
不少东西奖励自己。但买完之后我却
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是不
是对自己太好了？ 自控能力太差劲
了！怎么总是忍不住乱花钱？”什么都
不买觉得对不起自己，可买完又总会
特别后悔、自责，如今，买东西这件事
让我感觉很焦虑，我这是怎么了？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
咨询师解答：

如果只是压抑自己的购物冲动，
但没有触及冲动背后的心理需求，那
么冲动往往越压抑，越旺盛。 不妨暂
时放下“不够自律”的自责，心平气和
地想一想，自己的购物冲动都源于哪
里。

你说“什么都不买觉得对不起自
己”，但购买后又“特别后悔，甚至感
到焦虑”， 说明购物并没有给你带来
真正的快乐，那么你又为何沉溺于此
呢？这有可能是受到了各种宣扬消费
主义的广告影响。 例如，五花八门的
广告常常宣称，拥有一支名牌口红意
味着自身魅力的大幅度提升，购买一
台进口咖啡机就能享受塞纳河畔的
闲适， 只有不断购买琳琅满目的商
品，人生才能变得更美好……但事实

可能却是，这些商品给你带来短暂的
安慰，但很快你就发现，它们并不能
如你期望的那样改变你的生活，满足
你真正的心理需求，于是你又投入到
对新产品的寻觅中，成为一名焦虑的
“剁手党”。 倘若果真如此，你就要冷
静思考了，因为想要摆脱冲动购物带
来的困扰，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真正的
心理需求。

专家建议：

在出现购物冲动，尤其是想购买
非生活必需品时，不妨先问问自己为
什么要购买。 研究发现，“购物狂”背
后常见的心理原因包括如下几点，你
可以据此对照，从而逐步调整自己的
心态和习惯。

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 例如，不
考虑自己的真实需求，只购买他人推
荐的商品，或者是购买与他人一样的
商品。 这种情况下，需要适当地放弃
与他人的比较，与他人建立更健康和
谐的人际互动。

想提高自己的自尊心。 例如对自
己身材不自信的人，可能沉迷于购买
能修饰腿型的牛仔裤，可实际上自己
根本穿不了这么多条牛仔裤。这种情
况下， 要减少对自己的消极评价，学
会看到自己的优点，更多维度、立体
地评价自己， 从内提升自己的自信
心。

摆脱现实的烦恼。 例如有人苦于
时间管理问题，于是购买了许多相关

的书籍， 虽然从来没有读完一本，但
在下单和收到书籍的瞬间感到问题
得到了解决。 这种情况下，需要花时
间与精力去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现
实问题。

享受购物的愉悦感。 相比收到具
体的物品， 有人更享受进行商品对
比、抉择的过程，感觉自己充满了掌
控感和选择权。 这种情况下，可以把
物品放在购物车里一段时间后再决
定是否要付款。

当然，如果想要探讨与满足购物
冲动背后更根源性的心理诉求，可以
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北京市总工
会职工心理咨询热线 （4000151123/
4000251123），7×24小时为全市职工
及其家属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心理咨询

□本报记者 张晶

总是冲动购物，买完又会后悔
我该如何摆脱“买买买”的焦虑？

■健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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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班班了了，，
““宅宅家家族族们们””动动起起来来吧吧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了，这个长假
你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经常宅在家
里不出门、不运动，窝在沙发上玩手
机追剧？ 随着上班日的到来，让我们
赶紧动起来吧！ 积极面对工作生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身体活
动和久坐行为指南的推荐量，成年人
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300分钟的中
等强度有氧运动，2天及2天以上的肌
肉力量和柔韧性锻炼。
有氧运动

这是一种由躯干、四肢等大肌肉
群参与为主， 持续性有节律的运动。
例如：长跑、游泳、骑自行车，可增强
心肺功能、消耗体内脂肪，控制和降
低体重、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
率、改善血脂和糖代谢、调节血压、提
高机体抵抗力、增加大脑皮层的工作
效率。
力量型运动

这是增加肌肉力量的运动。 分
为：非器械型运动 (抵抗自身阻力的
运动)、器械型运动(利用哑铃、弹力带
和健身器材等进行的力量型运动 )。
例如：举重、哑铃、伏地挺身，可增加
肌肉力量、预防摔倒、强壮骨骼、预防
骨质疏松、预防和控制心脏病和Ⅱ型
糖尿病。

柔韧性运动
这是一系列的关节活动，使关节

得到全方位活动及关节周围的肌肉
组织得到伸展。 例如：瑜伽、舞蹈、太
极拳，可增加关节活动幅度、提高平
衡能力、降低运动时受伤风险，减少
和防止锻炼后肌肉疲劳、舒缓忙碌和
紧张、增强内心平静。
球类运动

包括身体直接接触和非直接接
触的球类运动。 例如：足球、排球、篮
球，可增强运动协调能力，提高机体
心肺功能，对青少年起到全身锻炼的
作用，提高手眼协调、促进大脑发育
作用、增加对运动兴趣。
每天动多少

我们在开展运动锻炼等身体活

动时，可以先进行有氧运动，后进行
力量型运动， 并重视柔韧性运动，做
到三做：有氧运动天天做，力量型运
动隔天做，柔韧性运动随时做。

日常活动是一个人身体活动总
量和能量消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要充分利用日常家居、交通出行和工
作时间，有意地尽量安排步行、上下
楼和其他消耗体力的活动，培养并保
持少静多动的生活习惯，提倡“宁走
不站，宁站不坐”，以获得更多的健康
效益，保持健康体重。

比如尽可能减少出行开车 、坐
车、久坐等；利用上下班时间，增加走
路、骑自行车、爬楼梯的机会；坐公交
车提前一站下车等。

（民文）

牛奶， 是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食
品。 然而， 超市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牛
奶让人眼花缭乱。 对此， 很多人一头
雾水 ， 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有啥区
别？ 该如何选择？

顾名思义， 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
的区别就在于其中的 “脂肪”。

脱脂牛奶就是 “脱去了脂肪的牛
奶 ”， 这样的牛奶含有很少的脂肪 ，
一般在0.5%以下， 而全脂牛奶的脂肪
含量在3.6%左右。

从营养角度出发， 脱脂牛奶当中
的维生素A、 维生素E等脂溶性维生
素的含量比全脂牛奶更少。 从味道角
度出发， 脱脂牛奶的味道也没有全脂
牛奶那样 “厚重醇浓”， 奶香味比较
淡薄。

脱脂牛奶当中所含的脂肪更少，
所以脱脂牛奶的热量就会比全脂牛奶
更低， 因此此类牛奶更适合 “减肥人
群” “高血脂等心脑血管疾病” 等需
要控制脂肪摄入量的 “特殊人群”。

当然， 如果不属于上述几种特殊
人群， 选择 “全脂牛奶” 足矣， 儿童
和成年人都是如此。

另外， 需要知道的是， 很多人以
为含乳饮料是牛奶或者酸奶， 而实际
上它仅是一种 “假牛奶”。 “含乳饮
料” 是一种以奶或奶制品为原料， 加
入水 、 白砂糖 （甜味剂 ）、 酸味剂 、
香精等食品添加剂经过配制或发酵而
成的饮料制品。 其本质是饮料， 跟牛
奶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 无论是给儿
童还是给成年人购买， 都不建议选购
含乳饮料。 看清标签再购买， 勿拿乳
饮料当牛奶。 （新文）

选购牛奶
要会区分脂肪含量

■生活小窍门

如今， 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人人皆
知， 然而，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一方面， 要做到 “花心”。 所谓
花心， 是指吃到食物的种类要尽可能
多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
建议， 食物多样要做到每天吃够12种
食物， 每周吃够25种。 其中， 谷类、
薯类 、 杂豆类每天吃够3种 ， 每周5
种； 蔬菜水果类每天4种， 每周10种；
畜 、 禽 、 鱼 、 蛋类每天3种 ， 每周5
种； 奶、 大豆、 坚果类每天2种， 每
周5种 。 食物多样化有助营养互补 ，
摄取的营养更全面均衡。

另一方面， 要做到 “好色”。 不
管吃主食还是选果蔬， 都要尽可能选
择多种颜色。 这是因为， 相似颜色的
食物含有的植物化合物相似， 比如，
胡萝卜、 南瓜等橙色食物含有β胡萝
卜素 ， 番茄等红色食物含有番茄红
素， 绿叶菜等绿色食物含有叶绿素。
一般来说 ， 深色食物 （如绿色 、 红
色 、 紫色和黄色等 ） 的β胡萝卜素 、
维生素B2和维生素C含量较浅色食物
（如白色等） 高。 （刘明）

健康饮食需要
“花心好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