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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
家住咸安阳光社区的曹爹爹喜欢上了
散步，没事吃完饭就出去遛个弯。他想
咨询，如何散步才是科学正确的呢？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提醒，“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并不是适合
所有人，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尤其需要注
意方式方法，还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

“饭后百步走”只适合于平时活动
较少，尤其是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也
适合于形体较胖或胃酸过多的人。心
肺、脾胃功能差、体虚的老人，建议先休
息半小时再散步。若患有心绞痛、低血
压、胃下垂，走路易喘、身体虚弱无力
者，应避免吃得过饱，饭后先休息20分
钟再散步，才不会造成身体不适。

散步时要有正确的姿势，头要正，目

要平，躯干自然伸直，这种姿势有利于气
血运行。步行时身体重心前移，呼气时稍
用力，吸气时要自然。步行的速度要根据
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每分钟走80米左
右，防病健身的效果最明显。

很多居民的锻炼是随机的，这种没
有规律的不定时锻炼，身体很难对其产
生记忆。科学论证，最佳的锻炼时间应
是下午3时到晚上9时。居民锻炼最好
在这个期间选一个固定的时间进行。

每个人的心肺功能不一样，散步时
要根据身体的承受能力，加快或减慢行
走速度，一旦出现胸闷、心慌、头晕等情
况，就应该停下来歇一歇。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
日，家住温泉城区希望桥社区的市
民周先生突然感觉眼睛不适，便来
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他最近一段时
间用眼过度而导致眼睛出现了假性
近视，除了用药，还得注意保护眼
睛。

市中心医院眼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科学保护眼睛的方法是看书一天
不得超过8小时（保持距离40CM），
看电视不得超过6小时（保持距离
5M），上网不得超过4小时（保持距
离60CM），否则眼睛就会出现疲劳
症状，导致眼部疾病。

缓解眼疲劳的方法：每天眨眼
300次。20～40岁之间的正常人每
分钟眨眼约20次，而在凝视变动快
速的电脑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到

每分钟4～5次，造成泪液分泌严重
不足，就会出现眼睛干燥酸涩的症
状。

出现眼睛疲劳时，可以用热水、
热毛巾或蒸气等熏浴双眼，可促进眼
部的血液循环，减轻眼睛的疲劳感；
按压眼球法，闭着眼睛，用食指、中
指，无名指的指端轻轻地按压眼球，
也可旋转轻揉。不可持续太久或用
力揉压，20秒钟左右就停止；注视远
方法，当用眼一段时间后，试试将目
光远眺，遥望远处的景色，如果是绿
色风景或者海景就更好，这样眺望个
十来分钟，眼睛会舒服一些；转动眼
珠法，眼睛累时，不妨静静地坐下，眼
睛平视前方，然后有规律地转动眼
珠，顺逆时针、逆时针都来几遍，能缓
解眼睛疲劳。

如何科学散步 如何缓解眼疲劳

秋冬季节天气干燥，陈皮往往能派上
大用场。但许多人认为鲜橘皮与陈皮是
同一种东西，所以会直接用鲜橘皮泡水
喝。其实鲜橘皮虽清香宜人，却并不适宜
直接泡水饮用。

有位王大妈，就习惯用吃剩下的鲜橘
皮泡水，在饮用几天后，出现了呕吐、腹
泻、消化不良等食物中毒的症状，经医生
检查，罪魁祸首正是泡水用的鲜橘皮。

鲜橘皮为什么导致腹泻？
鲜橘皮表面残留有大量微生物，若不

经处理就泡水饮用，很有可能导致肠道感
染从而引发腹泻。

此外，鲜橘皮中含有大量挥发油物
质，这类物质是鲜橘皮带有清新香味的主
要来源，但若将其泡水，则会对肠道产生
刺激，从而引发腹泻。

鲜橘皮往往农药超标
橘子在生长过程中非常容易遭受病

虫害，且柑橘类的病虫害全年均能发生。
为了预防虫害，果农在其开花至结果的生
长期间，一般都会喷洒农药以预防病虫害
对收成产生影响。

相关国家标准对食品中的农药残留
均有最大残留量规定。一般情况下，果农
都会按照规定喷洒，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此
类鲜橘皮泡水就不存在风险。因为，农药
残留测定取用的是可食用部分为样本，即
橘子果肉中的农药残留符合国标规定即
可售卖，但果皮表面的农药含量往往超
标，含量甚至可能是果肉的几倍。

若使用此类橘皮泡水喝，则可能在短
期内摄入大量农药造成急性中毒。若是
长期饮用此类鲜橘皮泡的水，则会造成人

体毒素累积，对健康产生极大危害。
鲜橘皮含保鲜剂或重金属超标
橘皮表面往往还残留有另一种物质

——食用蜡，涂抹于橘子表面用于延缓果
实的呼吸作用，从而延长储存时间，并使
果实表皮看起来光亮新鲜，诱使消费者购
买。这种食用蜡在合理使用剂量内不会
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危害。

但为了让橘子看起来更加鲜亮艳丽，
可能会在蜡质中掺加劣质色素。这些色
素以及蜡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杂质如汞、铅
等，这些重金属会渗入果皮、果肉中，若使
用涂抹有该种蜡质的橘子皮泡水，则会导
致人体重金属中毒。对于孕妇而言，若是
摄入过量铅，甚至会影响胎儿发育，造成
胎儿畸形。

陈皮更适宜食用

鲜橘皮含有农药及保鲜剂，不宜泡水
饮用，那么，陈皮是不是也不适宜食用呢？

事实并非如此。陈皮选用的橘子皮，
对其品种、取用时间有着极高要求，其表
面施加的农药也会比食用果肉的柑橘少
很多。鲜橘皮需要经过风干、加湿软化、
再次风干等多个步骤制成陈皮，且往往放
置一年以上方可使用。

在风干晾晒的过程中，橘皮表面的农
药得到分解挥发，挥发油也会在制备过程
中分解挥发，而其具备药效的黄酮类物质
含量相对增加，从而导致陈皮的药用价值
逐年增加。储存多年的陈皮，具有止呕健
胃、祛痰镇咳等多重功效，这是普通的鲜
橘皮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用鲜橘皮泡水不如直接买点陈
皮。 （本报综合）

鲜橘皮泡水喝能止咳？
你喝下去的可能是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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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结束，回到工作岗位的你还是各种
不适应？要么是提不起精神、焦虑、注意力无法
集中；要么是胃口不好、睡眠紊乱？这些都是我
们并不陌生的“节后综合征”，也就是长假之后出
现的各种生理或心理不适。如何快速恢复积极
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听听专家怎么说。

春节期间，美酒佳肴让肠胃
承受了太多负担。大吃大喝会破
坏人体肠道菌群平衡，导致消化
吸收功能受损；过多的高脂肪、高
蛋白食物容易引起积食。回归工
作，要从调整生活开始，注意多养
护肠胃。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合理安排饮食结构。纠偏的
方法是减肉增菜，用蔬菜为肠胃
减负。

中国农大营养与食品安全系
副教授范志红介绍，高蛋白食物
摄入过度，胃酸分泌就会比平时
多，也会增加肾脏负担。饕餮大
餐后，节后饮食更应及时恢复清
淡，以作弥补，多吃果蔬可减少胃
酸分泌，使胃肠得以休息。

不过，水果也要选着吃。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
养部主任王宜认为，山楂能够调
理肠胃，帮助改善消化不良的症
状，具有消积食、助消化的作用；
要解油腻，苹果来帮忙，清理肠
道，增加肠胃抵抗力。她推荐，吃
了大鱼大肉之后，如果感到肠胃
不适，可以适当喝一些酸梅汤和
大麦茶，去油腻，助消化，健脾益
气。

不过，不少女性为了避免“节
日胖”，吃很多水果，却也觉得不
舒服。范志红说：“这是因为水果

中的蛋白酶可能伤害黏膜，多酚
类物质会降低消化酶活性，对消
化不良者不利。如果有轻微腹
泻、肚子隐痛等情况，应暂时停吃
水果，特别要少吃带小籽的水果，
比如猕猴桃、葡萄、柿子等；还要
减少吃生蔬菜，这些促进肠道蠕
动的食物会加重不适症状。”

节后主食要以谷类粗粮为
主，可以适量增加玉米、燕麦等成
分，要注意增加深色或绿色蔬菜
比例。王宜建议，多喝粥和汤，比
如新鲜的绿叶蔬菜、小米粥、面条
汤、疙瘩汤等，都具有良好的清火
作用，让已经不堪重负的胃肠道
休息调整。范志红建议，喝些杂
粮粥，多吃炖煮焯拌的青菜萝
卜。蔬菜煮软后再吃，减少纤维
对大肠的刺激，以便帮助肠道更
好地康复。

节后要为肠胃“补补水”“洗
洗澡”。瓜子、花生、果脯、蜜饯
等已经成为节日标配。范志红
介绍，这些食物本身水分含量很
低，非常喜欢“吸水”，使身体处
于缺水状态。所以后期要注意
减少精制米面、糖果、甜点的摄
入。“特别是注意多喝水。”她建
议多喝白开水或茶水，以加快胃
肠道蠕动和新陈代谢，减轻肠胃
负担。

表现：肠胃不适 消化不良

对策：减肉增菜 为肠胃减负

春节期间，许多人都是选
择利用长假回家过年，或者走亲
访友、出门旅游。出门在外，作
息时间不规律，造成节后有些人
一时无法从节日的作息时间中
调整过来，夜里精神抖擞，熬到
早晨才能睡着；白天又感觉情绪
低落、精神不振。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
身医学科主任郭明表示，只要
坚持恢复正常的生活习惯，加
上一些运动调节，很快就能进
入正常的生活状态。

1.尽快恢复原来的生活规

律，确保睡眠规律性。
2.睡前不要让大脑高度兴

奋，可用音乐等手段静心；洗个热
水澡，或用热水泡脚有助睡眠。

3.熬夜会使人的消化系统
循环变差，所以不能吃太饱，并
以清淡为主，多吃维生素含量
高的食物。

4.白天尽量不喝咖啡、茶、
可乐等刺激性食物，实在想喝
控制在下午5点前。

5.适量有氧运动有助放松
身心、提振精神，例如慢跑、爬
山、快走等。

表现：睡眠紊乱 精神萎靡

对策：规律作息 加强运动

长假刚结束，不少上班族难
以进入状态。长沙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刘祝钦表示，长假
后上班，不少人的潜意识还沉浸
在春节的轻松状态中不能自拔，
不能第一时间将全部精力投入
到工作当中。如果不及时调节，
焦躁情绪恶性循环，身心俱疲、
精神涣散等不良情绪和症状可
能持续较长时间。

刘祝钦建议上班族尽快对
新一年的工作进行规划，做到
心中有数；把全年的工作任务
分解为几个小目标，以一种循
序渐进的心态去完成，这样更

容易尽快进入工作状态。可
以写一张便笺式的备忘录，将
放假前的未尽事宜和上班后
头几天要办的事情罗列出来，
这样可以做到心里踏实，井然
有序。

刘祝钦提醒上班族，工作间
隙，避免对着电脑、手机一动不
动，应该闭目养神稍作休息，或
者看看远方，活动一下筋骨，让
身体尤其是眼睛得到调节。下
班后，适当做一些运动也能调节
大脑神经，缓解焦虑情绪和身心
疲惫的状态，帮助第二天更快投
入工作状态。

表现：心神不宁 工作不在状态

对策：分解任务 做好规划

春节最让老人开心的就是
团圆，可假日一结束，一些老人
又回到了空巢状态。从热闹跌
落至冷清的不适感让不少老人
心情变差，闷闷不乐，有的甚至
变得暴躁，容易发脾气等等。

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
科主任戴海鹰介绍，由于情绪波
动过大，部分老年人还会出现身
体上的症状，例如突然觉得胸
闷、心慌、手心冒汗，或感到坐立
难安等等，而心电图等相关检查
结果均无异常，这种情况往往是
心理上的情绪投射到身体上。
老年人节后综合征若得不到缓
解，还会诱发冠心病、高血压、支
气管哮喘等旧病。

针对空巢老人的节后综合
征，戴海鹰建议，儿女应该多些
关爱，老年人也应积极自我调
整。老年人要学会管理好自己
的情绪，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多
参加户外活动。作为子女，可以
提前告诉父母自己在一年中有
哪些安排，哪些时间能回家探
望。如果不能经常回家陪老人，
也要尽量多打电话。总之，即使
工作再忙，也不要冷落了父母，
儿女每一句贴心的嘱托，都是给
他们最好的“补药”。

（本报综合）

表现：恢复空巢 老人情绪波动

对策：儿女多加关爱 老人主动调整

减少内脏脂肪

运动比药物更有效
对胖人来说，能用手捏出、用尺量出的体表脂肪通常

不是很危险，而看不见的脂肪即内脏脂肪才是引发心脑血
管等疾病的“元凶”。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在减少内脏脂
肪方面，运动比药物更有效。

这项发表在新一期美国《梅奥诊所学报》上的研究显
示，运动和药物两种方法都能减去内脏脂肪，但在减去相
同体重的情况下，运动比药物减去的内脏脂肪更多。

为比较两种方法对内脏脂肪的影响，美国得克萨斯大
学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选择了3602名研究对象，这些
人平均年龄54岁，平均身体质量指数为31，女性占65%。
身体质量指数计算方法是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
方，超过25为超重，30以上则属肥胖。

在6个月的时间里，研究人员进行了多项测试，并借助
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扫描来评估研究对象内脏
脂肪的变化。结果显示，虽然运动组和药物组的体重及内
脏脂肪均有减少，但运动组的内脏脂肪“减脂”效果明显更
佳。

这项研究的通讯作者、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
心内科助理教授伊恩·尼兰德说，内脏脂肪会影响心脏、肝
脏等器官功能以及整个身体系统。通过运动来减肥，改变
的不仅仅是体重和身体质量指数，对心脑血管健康还有更
大的益处。

运动后喝软饮或伤肾
运动出汗后是不是特想来一瓶冰镇软饮料？美国纽约

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一项研究显示，这样做不但不能解渴，
反而可能引起脱水，且有碍肾功能。

研究结果由最新一期《美国生理学杂志-调节、整合与
比较生理学》期刊刊载。研究人员招募12名身体健康、平
均年龄24岁的志愿者，让他们在跑步机上运动30分钟，再
花15分钟完成三项模拟田间体力劳动的任务，然后休息15
分钟。休息期间，志愿者可以选择饮用高糖且含咖啡因的
橙味软饮料或者水。随后的日子里，研究人员让志愿者每
天重复这一小时的活动，合计4次。一周以后，研究人员让
志愿者再做4次一小时活动，但先前喝饮料的志愿者改喝
水，先前喝水的改喝饮料。

实验结果显示，志愿者运动后如果喝饮料，血液中肌酐
水平上升，肾小球滤过率降低，而这两样都是急性肾损伤的
标志；同时出现血管加压素水平上升，致使血压升高以及轻
度脱水症状。

不过，研究人员承认，这项研究参与人数少，需要扩大
样本，以验证结果，且需要观察运动时喝软饮料对心脏的长
期影响以及与肾病风险的关联。

新年计划难坚持

心理专家支招
管住嘴、迈开腿、多读书、戒烟……你的新年计划执行

得怎么样？先前一项涉及2000名英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
改变行为的新年计划平均坚持到22天时遭搁置。英国心
理学家梅格·阿罗尔在《每日邮报》网站支招，教你如何坚持
下去。

第一，“先戴上自己的氧气面罩”。不少人吐槽，要加
班、要应酬、要照顾孩子、要关爱老人，实在没时间做自己想
做的事。阿罗尔认为，不妨认真思考一下，真的是那些事情
阻碍你落实计划吗？飞机起飞前的安全须知宣传片中，机
组人员告诉乘客，“先戴上自己的氧气面罩再去帮助别人”。

第二，分解目标，让目标具体化、可衡量、易实现、耗时
短。比如，你的目标是多运动，不妨分解成“一周三次、每次
快走20分钟，坚持两周”，随后评估完成情况，再列出下一
个小目标。

第三，记录变化。就运动而言，可穿戴设备是追踪、记
录运动量的好帮手，有助增强运动动力。另外，记得庆祝每
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最好与亲朋好友一起庆祝，能够增加
成就感和自信心。至于庆祝的方式，不妨选择做按摩、看电
影或者公园一日游，都好过大吃一顿。

第四，寻找支持。坚持运动、瘦身类健康目标的一大助
力是获得他人支持，包括家人、朋友、教练或者志同道合
者。可以加入当地跑步俱乐部或者减肥俱乐部。

第五，取代而非戒掉坏习惯。别总是想着戒这个、忌那
个，那样难以坚持，建议找一个健康的替代方案。如果收到
一条信息就回复，你就难以专心做事，别想着完全戒掉这个
坏习惯，可以设定一天中固定几个时间点查看信息。如果
你在节食，别老想着不能吃什么，多想想能吃什么。

依阿罗尔的说法，办法总比困难多。

长期服用阿司匹林

防血栓或弊利相抵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人员发现，长期服用阿司匹林

有严重出血风险，其可能预防心脏病的益处或因此抵消。
研究人员在日前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报告

指出，从统计学角度分析，服用阿司匹林的益处与风险相差
不大。研究综合分析先前13项相关研究的数据得出上述
结论，共涉及平均年龄62岁的16.4万名研究对象。研究人
员发现，尽管服用阿司匹林可降低中风、心脏病发作和死于
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但增加了“出血事件”。尽管服用阿司
匹林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11%，却与“严重出血事件”
增加43%相关联。研究还发现，服用阿司匹林与降低患癌
症风险并无关联。

“这项研究显示，并无充分证据支持非心血管疾病患者
出于预防心脏病、中风等目的日常服用阿司匹林。”研究报
告第一作者、伦敦国王学院医院心血管疾病专家肖恩说。

一直以来，阿司匹林是一种非处方药，由于有抑制血栓
形成功效，常被作为预防心脏病或中风的药物服用。在一
些国家和地区，身体健康人群也在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在
各地，服用阿司匹林的指导原则也不尽相同。比如，英国就
不建议将阿司匹林作为预防心脏病的药物服用。而美国预
防服务工作组却推荐心血管疾病风险高于10%的50岁到
59岁人群，可小剂量服用阿司匹林，用以预防心脏病。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