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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以为深呼吸可以缓
解紧张情绪。然而，据美国 《咨
询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杂志》 刊
登的一项新研究称，这一观念是
错误的。当人们遭遇恐慌并产生
窒息感的时候，最好浅呼吸。

新研究负责人，美国南卫理
公会大学艾丽西娅·莫雷博士及
其同事研究了 41 名恐慌症和旷野
恐惧症患者。患者随机接受同样
期限的“二氧化碳密度测定辅助
呼吸训练”或认知训练。认知训
练患者每天接受两次恐慌原因分
析。接受呼吸训练的患者携带二
氧化碳检测计测量二氧化碳、血
样、心率和呼吸节律。结果发
现，两组患者总体恐慌症状都有
缓解，但是只有呼吸训练组患者

“换气过度”及眩晕、气短和窒息
感症状出现逆转。

莫雷博士表示，与传统的心
理疗法相比，浅呼吸可以大大减
轻人们的恐慌感，深呼吸则可能
是错误的。因为恐慌时人们呼吸
急促，排出超量的二氧化碳，已
经出现眩晕和麻木症状，甚至窒
息感，此时再快速深呼吸会加重
不适症状。 （生命时报）

感冒吃啥好得快
感冒了真难受，不管是对工

作还是生活都提不起精神，那感
冒了吃什么能好的快呢？现在小
编告诉大家感冒了吃什么才好的
快，赶紧来了解吧。

1、糖姜茶合饮
因感冒多为外感风寒之邪，

常有头痛、鼻塞、流涕及一身关
节酸痛，甚至怕冷、发热等症
状。可用红糖、生姜、红茶各适
量，煮汤饮，每日 1-2 次，不仅
暖身去寒，而且有良好的防治感
冒功能。

2、喝鸡汤
美国有两家临床医疗中心报

道，喝鸡汤能抑制咽喉及呼吸道
炎症，对消除感冒引起的鼻塞、
流涕、咳嗽、咽喉痛等症状极为
有效。

3、少吃食盐
实验证明，少吃点含纳的食

盐，可提高唾液中溶菌酶的含
量，保护口腔、咽喉部粘膜上皮
细胞，让其分泌出更多的免疫球
蛋白 A 及干扰素来对付感冒病
毒。因此，每日吃盐量控制在5克
以内，对防治感冒大有益处。

4、冲服蜂蜜
蜂蜜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

质，能激发人体的免疫功能，每
日早晚两次冲服，可有效地治疗
和预防感冒及其它病毒性疾病。

5、多食萝卜
实践证明，萝卜中的萝卜素

对预防、治疗感冒有独特作用。
（宗合）

中 医 学 认 为 ，“ 爪 为 筋 之
余”，“爪”包括指甲和趾甲，是
体内的筋延伸到体外的部分。肝
主筋，又能藏血，故肝脏与筋和
指甲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从指甲
的坚脆、厚薄、颜色枯萎或润泽
等信号，可以读出体内肝血的盛
衰秘密。

健康人的指甲，一般因血液
供应充分而呈桃红色，表面光滑
圆润，厚薄适度，形状平滑光
洁，无纵横沟纹，没有干扰斑。
若肝血盛衰出现变化，往往会在
指甲上有所表现。

辨颜色。若指甲颜色苍白，
往往说明有贫血或营养不良；若
指甲黯黄，可能是肝胆疾病或其
他慢性疾病的先兆，需进一步检
查才能确诊；指甲青紫，暗示有
寒证，或是血瘀、缺氧。

辨 斑 点 。 指 甲 出 现 白 色 斑
点，多为小儿消化不良、虫积或
者缺钙，平时应注意饮食卫生和
营养均衡；指甲下出现红色斑
点，说明毛细血管有出血；出现
黑斑，说明血液循环发生障碍。

辨 纹 路 。 一 般 指 甲 出 现 纵
纹，多为过度疲劳、神经衰弱、
免疫力低下或其他慢性疾病，平
时应注意休息；出现横沟，一般
是营养不良，或是慢性消化系统
疾病。

辨半月痕。指甲根部的“月
牙”，又称半月痕，也能反映机体
的气血健康状况。身体健康者，
半月痕大小适中，呈灰白色；若
没有半月痕，多是气血不足的表
现；半月痕过大，则易患高血
压、甲亢等疾病。 （生命时报）

11类人
早亡风险高

四类人少吃蛋黄
日前，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提

出，从形成血栓严重程度来说，
吃蛋黄的危害几乎等于吸烟坏处
的2/3。一时间，如何科学、健康
地吃鸡蛋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营养学家表示，蛋清的主要
成分是蛋白质，而蛋黄含有丰富
的种类齐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及
蛋白质，也是卵磷脂的极好来
源。至于胆固醇，一个蛋黄含量
不足300毫克。对于健康成年人来
讲，一天一个蛋黄对健康是有益
的。但对于高血压、高血脂、高
胆固醇和糖尿病人，应少吃蛋
黄，可以两三天吃一个，同时还
要减少动物内脏等其他高胆固醇
食物的摄入。

患病的人该如何吃鸡蛋呢？
营养师认为要具体分析。比如，
发高热的病人，消化液分泌减
少，吃鸡蛋不易消化，但喝点蛋
花汤没问题；肾炎特别是肾功能
不全的患者，对摄入蛋白质的总
量有控制，但不只是鸡蛋；胆、
肝病患者需限制食物中摄入的脂
肪量，也不是针对鸡蛋的。

（京华时报）

我们站在同一条生命起跑线
上，有的人笑着挺到最后，有的人中
途就被罚下，而开出罚单的其实是
我们自己。不良生活习惯、对待健
康的漠视态度加速了一个人的死亡
进程，美国《赫芬顿邮报》近日刊文
列出更容易短寿的11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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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呼吸
会加重恐惧感

指甲看肝血盛衰

▼食疗养生▼你知道吗

▼食疗养生

长期单身的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一项新
研究发现，在两性比例失调的环境中，弱势性别
群体的寿命更短。另一项研究发现，单身女性比
已婚女性少活7~15年，死亡风险增加23%，单身
男性比已婚男性寿命短 8~17 年，死亡风险高出
32%，相当于折寿10年，而30～39岁是风险最高
的年龄段。近几年，我国崇尚单身的人越来越
多，男女比例也出现明显失衡。工作忙、没车
房、要求高、圈子小成为主要原因，苏州荣格心
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指出，大龄单身男女
应该以知足的心态面对生活，从内心出发，不要
盲目攀比，多创造与他人沟通的机会。

习惯久坐的人。《英国医学杂志》 刊登澳大
利亚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天久坐时间超过3小
时就会折寿2年，即使经常运动也无法抵消久坐
造成的健康危害。《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
刊登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与每天坐4小时的人相
比，每天久坐时间超过11小时的人在未来3年死
亡率会增加 40%。研究人员建议，能站最好少
坐，坐着时别忘多伸懒腰。

缺少朋友的人。美国社会学家罗文认为，朋
友不仅能为我们提供资源和机会，还能帮我们分
忧解难、减压增寿。美国杨百翰大学和北卡罗来
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一项新研
究发现，朋友少或几乎没朋友的人早亡风险更
高。研究人员表示，长期孤独对长寿的危害犹如
每天抽 15 支香烟。研究还发现，与一般老人相
比，社交广的老年人头脑更灵活，死亡风险可降
低22%。王国荣指出，时间、耐心和真诚是维系
朋友的3个重要纽带。

痴迷电视的人。哈佛大学研究发现，每天看
电视2小时会明显增加早亡、心脏病和2型糖尿
病的风险。美国 《纽约时报》 刊登澳大利亚昆士
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25岁后，每天看电视时
间每增加 1 小时，预期寿命就会减少 21.8 分钟。
研究人员表示，缺乏运动和由此导致的不健康饮
食习惯是这一群体折寿的关键。看电视的危害在
老人和孩子身上最为突出，教育部网站公布的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建议，孩子3岁前
别看电视；3~4岁连续看电视不超过15分钟，4~5
岁不超过20分钟，5~6岁不超过30分钟。中国老
年学学会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杨萍指出，
老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应控制在4小时之内，吃
完饭别马上看电视，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老人
不要看大悲大喜的节目或激烈的比赛。

贪吃红肉的人。从美国得克萨斯州到弗吉尼
亚州的区域被称为“糖尿病带”，这些地区人口
寿命相对更短，中风发作司空见惯。其中，得克
萨斯州东部的安德森县居民比其他地区的人少活
7年，这与其爱吃红肉和油炸食物等不健康的饮
食习惯密切相关，贪吃红肉会导致结肠癌、前列
腺疾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健康问题。研究人
员表示：“如果非要选一种不健康食物，那么非

红肉莫属，过量吃红肉会导致预期寿命缩短
20%。”

失业的人。加拿大一项涉及15个国家2000万
人口、为期40年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失业会导致
早亡危险增加63%。另一项研究发现，老人在经
济衰退时期失去工作，寿命会缩短3年。

上班太远的人。长距离上下班占据了人们运
动、休闲、聚会等时间。研究发现，每天上下班
路程超过1小时会导致压力倍增，其负面影响堪
比久坐。瑞典于默奥大学研究人员称，每天上下
班距离超过50公里的女性最易减寿。

性爱不和谐的人。一项以男性为对象的研究
发现，性爱中长期达不到高潮的人死亡率比经常
能获得性快感的人高50%，为了保证准确性，研
究人员抛开性因素，将年龄、吸烟、社会阶层等
纳入研究范围，结果依然成立。研究还发现，性
高潮在很多方面能够为健康加分。美国加州大学
的一项研究称，一次猛烈的性高潮相当于注射了
一剂安定，有助于缓解压力，放松身心，同时可
使体内抗炎细胞增加20%。经常获得性高潮会使
男人长寿几率增加两倍，使女性寿命增加 8 年。
另外，女性每周获得两次性高潮，心脏病几率降
低30%。

人缘不好的人。忽略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可能
意味着与长寿擦肩而过。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
究人员发现，同事的支持代表一个人在职场的融
入程度，也是预测死亡率重要因素之一，在工作
中获得同事支持率偏低的人死亡率比其他人高2.4
倍。专家指出，与同事相处需要技巧，要做到尊
重、真诚、慎言、守诺，遇到冲突时，要学会控
制情绪，等到心平气和时，再去解决问题，可以
倾听、支持和鼓励，但不要过多地打探对方的隐
私，更不可以宣扬。

缺觉或贪睡的人。哈佛大学医学院最新研究
表明，每晚睡眠时间不足5个小时或者超过9个小
时的人平均寿命更短。长期缺乏睡眠会导致认知、
记忆、肥胖等健康问题，并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糖
尿病、某些癌症的患病几率。研究还发现，经常睡
眠超量同样会导致健康问题，睡眠太多易增加糖尿
病和抑郁症等患病风险，每天平均睡8小时最有益
延年益寿。研究人员建议，不能保证晚上睡眠时间
的人最好中午睡半小时到1小时。

恐惧死亡的人。对死亡的轻度恐惧有着积极
意义，有利于人们积极锻炼和改善饮食，但过分
担忧就会影响寿命，对中老年人更是如此。2012
年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杂志刊登的一项关于
癌症患者的研究发现，“死亡焦虑”是患者寿命
缩短的原因之一。一项针对“9·11”事件后美国
人的研究发现，对于死亡的极度恐惧让心血管疾
病风险增加3～5倍。 （生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