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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雪

“嘴巴馋什么就是肚子里需要什
么”，这种观念在民间很普遍。从科学的
角度来讲，这个说法没什么道理。

口渴了，想找水喝。看起来好像是
这样，渴了可不是因为身体内需要补充
水分吗？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
吃得太辣或者太咸，都会刺激渴觉中枢
而引起渴觉，也有可能是由于糖尿病、干
燥综合征引起的，不一定是因为体内需
要水。

还有人说，想吃肉是因为体内缺乏
氨基酸或铁等矿物质，理由是肉中的蛋
白质含量丰富，也含不少铁。可是，很多
男士依照一直以来的习惯，无论何时都
爱吃肉，他们体内其实并不缺乏氨基酸
和铁，只是真的“嘴馋”了。还有说想吃
甜食是胰岛素缺乏，同样，对于一直嗜甜
的人，即使已经吃饱了别的食物，对甜食
还是没有抵抗力。

动物的摄食反射属于“非条件本能
反射”，通常与个体的生理状况有关，所
以动物的确是“身体内缺什么就想吃什
么”，但人类并非如此，人类的进食欲与
大脑皮层的高级神经活动密切相关，摄
食中枢在边缘系统，在非极端状况下，受
心理状态影响更胜过生理状况——所以
说人类“身体内缺什么就想吃什么”是不
正确的。

如果不化验一下，医生也不知道你
体内缺什么，更何况就拿一些食物偏好
就想知道体内缺什么，怎么可能!况且，
人类的进食欲受心理状态影响更胜过生
理状况。在压力大和不开心的时候，往
往喜欢吃点甜味的食物来得到满足。聪
明的人体知道，甜食能刺激大脑分泌更
多血清素，缓解不良的情绪。不过，甜食
吃多了危害着实不少，因此尽量不要用
这种方式来调节情绪。

其实人们最爱吃的就是甜食、糖，但
是实际上身体并不缺少糖；高血脂高血
压的人特别喜欢吃肥腻食物、高盐食物，
实际上身体里这些都过剩了。多年临床
营养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你平时
均衡的摄入各种食物，就会很少有欲望
会单独想吃某种食物，尤其是垃圾食品，
胃口得到了满足的话，它也拒绝那些不
健康的食物。

日常配制合理的饮食就是要选择健
康的烹饪方法和多样化的食物，使所含
营养素齐全，比例适当，以满足人体的营
养需要。要粗细搭配、荤素搭配、酸碱搭
配。再爱吃的食物，如果不健康也要弃
之，不能给自己找借口。

并非缺什么
就想吃什么

读者谭先生咨询：我父亲多年前患有类
风湿关节炎，每次犯病时，手腕关节疼痛难
忍。前段时间，我听人说了一个方子：取当
归 150克、黄芪 500克、防风 150克、木瓜 150
克、白酒 4000 毫升。各种中药切制后置于
容器中，加入白酒，每日搅拌 2 次，7 日后隔
日搅拌 1 次，浸泡 30 日后，纱布过滤即可饮
用，每日2次，每次饮用30~50毫升。请教专
家此方是否有效。

专家解读：本方中当归能补血，黄芪补
气，防风固表，木瓜利湿且舒筋活络，一起调
制药酒，可以治疗气血亏虚导致的关节游走
性疼痛，也就是中医说的“风痹”。从中医角
度来说，外感风邪和血虚皆易生风，此方中
黄芪比当归多3倍用量，充分体现了“补气
生血”的原理，血行风自灭，另外气血健运，
表固之后，邪风自然不易扰动，这是治本；防
风、木瓜则是针对病症治疗已有的怕风寒，
经络不通，这是治标。因此，此方标本兼治，
泡成药酒，酒性热驱寒，也有通经活络的作
用，所以该药酒方对此类病人非常合适。

但需要注意，如果是关节炎活动期，关
节红肿热痛的病人不宜服用，因为此药酒性
热，不利于关节痛的好转。酒多伤身，用量
上可按季节有所区别，冬季每天30~50毫
升，夏季最多10毫升，春秋20毫升。患有
肝肾胃病、皮肤病、痛风的患者及孕妇儿童
禁止服用。

当归黄芪泡酒
缓解类风湿

□马朝阳

49 岁的李阿姨近一年来总是右肩酸
痛，慢慢发展到手臂无法举过头，连日常的
梳头、穿衣等都受到限制。天一凉，肩部首
先觉得发冷。这其实就是肩周炎，因常见于
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又俗称“五十肩”，多
因长期过度劳累、姿势不正确、外伤等导致
肩关节周围软组织退行性病变。以肩部畏
寒怕冷，后期肩关节出现炎症粘连和肌肉萎
缩，不能自主活动为主要表现，所以又叫“冻
结肩”“肩凝症”“漏肩风”等。

中医认为，五旬之人，肝肾亏虚，气血渐
亏，筋脉得不到充分地濡养，加之肩部劳损
过度或感受风寒湿邪，引起寒凝筋脉，就
会引发肩周炎。女性患“五十肩”比男性更
常见，多源于女性特殊的生理周期。当七七
之年（即49岁）绝经前后，女性冲、任二脉虚
衰，天癸将竭，肾经亏虚，肝血不足，气滞血
瘀而多易发病。

除急性期使用消炎止痛药物外，该病的
治疗一般采用高频或低中频电疗、中药电
熨、推拿按摩等方法。不过，更重要的是患
者坚持自我功能锻炼。下面推荐几个简单
的自我锻炼方法：

1.手指爬墙。面对墙壁站立，用患侧手
指沿墙壁徐徐上爬至最大限度，在墙上做一
标记，下次争取超过这一标记。反复锻炼可
逐步增加摸高的高度，使患肩的活动度加
大，恢复正常功能。

2.摇膀子。健侧手叉腰，患侧手、腕、肘关
节伸直，呈车轮状摇膀数10次，每天做2遍。

3.上举屈肘。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双手
握木棍上举，以健肢带动患肢，做屈肘、上举
动作数10次，每天做2遍。

4.健手牵拉患臂。双脚开立与肩同宽，
双手在背后相握，用力将患臂向健侧、向上
牵拉，幅度由小到大，反复练习数10次，每
日2遍。

要牢记锻炼切勿过度，以免造成二次损
伤。平时注意肩部保暖，避免负重。女性患
者可适当进行中药调理、补钙等措施，保持
心情舒畅。

手指爬墙
缓解“五十肩”

□张学新

1872年8月，一艘开往美国旧金
山的船从上海港起航向东，载着30名
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幼童离开故
土，其中不乏詹天佑、唐绍仪等日后的

“大家”。那时的小留学生们一定想不
到，1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有超过
450万人追随他们的脚步，前往国外
求学、游历、锻炼自己。

随着留学生的增多，很多问题接
踵而来。因心理问题自杀、炫富遭撕
票、虐待同学……骇人听闻的新闻层
出不穷。一件件恶性事件的背后是长
期被忽视的留学生心理问题：一项针
对日本中国留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
33%的在日留学生处于轻度甚至中度
抑郁状态。

“小留学生”：物质享受诱惑大，自
律性差易冲动。很多家境良好的家
庭在孩子还未成年时，就计划送他们
出国，接受海外的优质教育，感受异
国的风土文化。然而，因年龄小、心
理不成熟引发的问题比比皆是。
2015年9月，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
大被绑架、撕票，网上炒得沸沸扬
扬。该案件固然让人惋惜和气愤，但
只有 20岁出头、还是学生的受害者
长期开着豪车出入当地“跑车俱乐
部”的行为也值得深思。因家庭富
裕，追求更好生活本没有错，在国外
买车的年轻学生也比比皆是，但一个
学生开着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豪车，
是否有必要？

受害者15岁前往加拿大留学，在
一个本该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年纪，独
自前往陌生国度生活，压力的增加、环
境的变化都可能颠覆孩子尚未成熟的
世界观、价值观。加之在国外留学和
生活的华人大多条件不差，相互之间
的攀比很可能触及孩子本就脆弱的自
尊心理。父母又远在国内，无法在情
感上给予孩子更多关怀，唯有一味满
足孩子的物质需求，这就导致部分小

留学生注重物质享受，而忽略了留学
的真正意义。

独自生活也是对自理、自律能力
的考验。在中小学就留学海外的孩
子，大多家境殷实，自小被长辈宠爱有
加，生活上有人一手包办，自理能力较
弱。当这些“王子公主”在海外被做
饭、缴费等琐事困扰时，心理落差不言
而喻。很多小留学生也未形成良好的
生活、学习习惯，在国内本就缺乏自律
的他们，到了国外更难从容应对各方
面的压力。

出国后，小留学生还可能与以前
的朋友关系变得淡薄。若性格内向，
人际关系处理不得当，就会使自己陷
入“社交障碍”，圈子越来越小，甚至产
生孤独、嫉妒等不良情绪。加之人情
社会中成长的孩子规则意识薄弱，一
时冲动做出违法的事不在少数，有的
甚至被判重刑入狱。

“大留学生”：文化隔阂难打破，经
济负担压力重。“小留学生”问题不少，
并不代表“大留学生”事事顺利。虽然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留学生”的人格
健全、学识广博，很少做出出格的事，
但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可能更为严
重。

首先面临的就是心理落差。不少
“大留学生”是为了到国外寻求更好的
学术发展。但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学
习氛围中，面临来自全球优秀学生的
激烈竞争，同样会让这些留学生压力
倍增。其中不乏国内名牌大学的“天
之骄子”，来到异国他乡后，发现自己
的优势难再，老师也不再奉他们为“精
英”时，失望和不满随之而来。文化上
的隔阂也让他们发现，在国外仅仅成
绩优秀并不能代表全部：无法融入外
国人的社交圈，体育成绩不出色，自己
做的饭难以下咽……长期下去，孤独
和抑郁情绪悄然滋生。

其次，经济压力增大。在国外，尤
其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留学的成本不
低，租房、学费、生活费都是不小的开
支。公派留学生大多家境一般，无法

提供支援。于是，打工、自己做饭做家
务、减少社交就成了他们开源节流的
方法。留学生活看似轻松，但很多“大
留学生”课业压力繁重，空闲时间也不
能休闲、旅游，只能在餐馆“端盘子”填
补开支，给心理造成很大负担。

第三，很多人怕远在国内的亲人
担心，出门在外“报喜不报忧”，自然很
多困难也不愿告诉家人。压力得不到
宣泄，抑郁和焦虑等负面情绪就会积
压。

出国留学别太早：留学虽然是提
升孩子学业能力和增加见识的好方
式，但并非所有孩子都适合留学。

第一，留学前一定要确定孩子的
意愿，父母不应该过多强迫。留学是
个辛苦的过程，只有孩子心理上准备
好了，出国后才有克服困难的觉悟。
父母应该多和孩子交流，确定其出国
的意愿，选择合适的时间，事先制订好
计划。

第二，出国留学别太着急。很多
家长都希望能早点送自己的孩子出
国，觉得出去越早，越容易融入当地生
活。小孩的学习能力虽然很强，但过
早离开父母也容易影响孩子性格的发
展和价值观的成熟。最好高中毕业后
再送孩子出国。

第三，外向的孩子更适合留学。
外向、乐观的孩子能更快度过留学初
期的孤独和苦闷，也能让他们交到更
多朋友。此外，西方文化更为开放，乐
观健谈的孩子更容易被西方文化接
纳，可以减少文化上的隔阂。

最后，无论是家人还是留学生自
己都应知道，留学目的不是出国旅游
和享受，而是生活上和学业上磨炼自
己。虽然国外的环境和教育条件比较
好，但不代表留学生活就一定过得轻
松。在国内的亲戚朋友应给予留学生
更多的关心和问候，不要施以压力，要
及时了解他们在思想上、生活上遇到
的问题，让留学生的心理状态更阳光
一些。留学生也需要更好地历练自
己，留学生活才能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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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出行

“五一”黄金周将至，坐飞机出行又将成
为很多人外出度假的选择。虽然飞机能节省
很多旅行的时间，但也有很多人常常为坐飞
机时的头晕、头痛、恶心、心烦和背痛等症状
而困扰。对此，医学专家提醒，长时间坐飞
机，建议服用维生素 C，它可以帮你缓解身
体不适。

长时间坐飞机导致的头痛、恶心、背痛
等症状，与飞机内的空气质量有着极为密切
的关系。医学专家认为，当飞机飞行了一段
时间后，机内空气就会有所改变。尤其是长
距离的飞行，机内空气流动慢，会变得更加
污浊不堪。上世纪 70年代末，一架飞往阿
拉斯加飞机上的旅客中，70％以上的人下
飞机后都患有感冒，检查结果发现，这些旅
客患的是同一种感冒。医疗部门分析认为，
这是因为旅客过于密集和机内空气污浊互
相感染所致。

很多航空公司空中小姐和机务人员，为
了有效防止机内空气污染，增强自身的免疫

力，她们大多在登机前一天就开始服用
维生素 C，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的习惯。医学专家提醒乘飞机出行的旅
客，要注意自我保护，一是要在行前 2天左
右开始服用维生素 C，每天大约 500 毫克
左右，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时差反应。二
是行前要注意休息好，保证足够的睡眠，防
止登机加重反应。三是携带必要的镇静止
痛类药物，以备急用。四是在原位尽可能
地活动身体各部位，增加血液循环，减轻不
适的感觉。

7类人不适合坐飞机
第一类：7 天内的婴儿和妊娠 9 个月以

上的孕妇。飞机在高空中氧气缺少，而且
飞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振动对孕妇及胎儿
都有影响，而空中气压的变化，也可能导致
胎儿的提早分娩。因而孕妇应在产后一个
半月，产育期的影响过后才可以乘坐飞
机。而新生婴儿则可能在飞机上发生呼吸
系统不适应的情况，也不适宜乘坐飞机。

第二类：心肌炎、心肌梗塞病后一个月以
内，脑血管意外病后两周内和恶性高血压患
者。这几种心血管疾病基本属于高危病种，
平常就不是很稳定。飞机在高空中飞行时的
高空气压容易导致病人心血管扩张甚至破
裂，非常危险。所以心肌炎、心肌梗塞病患至
少在病后1个月内，脑血管意外病（俗称“中
风”）病人至少在半月内，不能乘坐飞机。

第三类：严重肺病（结核空洞、肺功能不
全的肺心病）、气胸、先天性肺囊肿患者。肺
结核空洞患者在体内带有大量病菌，有很强
的传染性，为己为人都不应该乘机。这类病
人必须在空洞闭合、体内检查无菌后才能上
机。

而肺心病是由肺部或胸部疾病引起的心
脏病，在高空中低氧的环境中很容易发生缺
氧、呼吸困难的情况。气胸则是一种急症，在
发病后患者会觉得胸部剧烈疼痛，一般需要
立即进行处理，不适合乘坐飞机。

第四类：急性鼻窦炎和中耳炎患者，固定
下颌手术者. 鼻窦炎和中耳炎两种炎症本身
就有很大关系。鼻道和耳道都比较敏感，由
于飞机在高空上飞行，大气压很大，容易加重
鼻窦炎的炎症容易造成中耳道鼓膜穿孔，中
耳炎患者也容易晕机，所以也不适宜乘飞

机。
第五类：重症贫血患者。血红蛋白量水

平在60克/升以下者，不宜乘飞机。这些患者
中，有的是由于营养方面的原因，有的是由于
患有慢性失血症，还有些是白血病患者。由
于高空的特殊环境对人体各项性能要求很
高，重症贫血者由于缺血身体的一些功能明
显低于常人，是非常不适宜坐飞机的。如确
实需要乘机必须遵医嘱，并采取必要的准备
措施。

第六类：精神病患者，如癫痫及各种精神
病人（尤其是有明显的攻击行为者）。这类病
人容易因航空气氛而诱发疾病急性发作，造
成危害的后果。患者也很容易有抽筋的症
状，这也是不宜乘飞机的原因之一。如需要
乘机，必须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和遵医嘱，并
必须有医护人员陪伴。

第七类：某些需要进行紧急医疗处置的
疾病，在乘机前无医师许可证明和医护人员
护理者。这些情况有很多种，如处于抢救状
态的休克、昏迷、颅内压增高等；颅脑损伤、颅
骨骨折伴有昏迷或呼吸节律不整者，脑有炎
症、肿瘤等。这些需要紧急医疗处置的疾病
患者，要乘机的话，真的要慎之又慎，必须在
经过妥善处置并经医师许可后才能乘机。

常坐飞机多吃点维生素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