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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寒假

胖三圈

眼睛越来越小？

？

可能是因为这几个坏习惯
经常玩手机
当人在玩手机的时候,会习惯性的低头,
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会使眼周肌肉持续处
于紧张状态,使眼睛产生疲劳感,导致晶状体
萎缩,眼睛看起来无神,眼瞳也会变小。

不注意用眼卫生

教你 4 招避免“无意识进食”

生活中很多人经常不注意用眼卫生,过
度用眼,导致眼睛疲劳、酸痛、红肿发炎,甚
至视力下降,从而使眼部肌肉疼痛、发热、
干涩,眼睛无神,整个人会显得毫无活力。

“每逢寒假胖三
在减肥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传言：
圈”。不少人在寒假会有这样一种体验：自己在不

长期戴眼镜

知不觉中就吃多了，于是在不经意间就胖起来了。从心理学
的角度来说，“不知不觉吃多”的现象被称为“无意识进
食”
。那么，为什么寒假容易出现“无意识进食”
？

1. 调 查 研 究 显 示 ， 与 独 自 进 餐 相
比，在与一个朋友一起进餐时，进食量
会增加 35%；在与三个朋友一起进餐
时，进食量会增加 75%。这是因为在聚
餐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会被饭桌上的
“谈笑风生”“推杯换盏”等吸引，进而
放松对食量的控制，于是在不知不觉中
就会多吃一些。
2.很多人在聚餐的时候会去餐厅，
有些餐厅会用一些小花招引诱食客掉入
“无意识进食”的陷阱，比如有些餐厅
会刻意将食客的就餐环境调暗，使食客
更容易对自己摄入的食物“视而不见”。
3.寒假正值年末，经过了一年的辛
苦打工、学习，很多人都感觉身心俱
疲，所以在假期会选择好好放松，在这
种情况下，人的意志力就比较薄弱，表

现为无暇控制饮食，于是便
常常出现“无意识饮食”的
情况。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
免“无意识进食”呢？
1. 学 会 “ 正 念 饮 食 ”。
“正念饮食”是指有意识地
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所吃的
食物，这种方法能够让我们
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吃了多少。
具体可以这样做：吃饭的时候远离手
机、电视等容易使人分心的事物，慢慢
咀嚼食物，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咀嚼的食
物上。
2.听点合适的音乐。研究结果显示
在吃饭的时候听古典音乐能够让人吃得
较多，听节奏较快、元素较多的流行音

经常戴眼镜眼窝容易凹陷,而且光线经
过镜片汇聚后射入晶状体上,比自然状态下
更容易疲劳,时间久了就容易萎缩,导致眼
睛变形。当摘下眼镜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想
眯起眼睛看东西,让眼睛看起来更显小。

用力揉眼睛
当眼睛长时间得不到休息,感到疲劳
时,很多人会习惯性的用手揉搓眼睛,并且
很用力。殊不知,这样很容易使眼睛感染手
上的细菌,引起眼部发炎。而且还会令眼周
皮肤变得松弛,眼睑下垂,眼睛看上去也变
小了。
乐则会让人吃得较少，这项研究结果虽
然不能涵盖所有人，但它提醒我们听合
适的音乐可能帮助我们控制饮食。
3.避免在身心俱疲的时候进食。身
心俱疲会让我们失去控制饮食所需的意
志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先通过听
音乐、看电影、睡觉等方式放松、缓解
一下，等疲劳感较低的时候再进食。

不注重眼部保养
眼睛周围的皮肤特别柔细纤薄,并有许
多褶皱,所以眼周肌肤水分蒸发速度较快,
同时,眼周皮肤的汗腺和皮脂腺分布较少,
特别容易干燥缺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
皮肤中的水分会渐渐流失,如果不注重补水
和保养,眼周的小细纹就会增加,眼睑肌肤
下垂,眼睛也会逐渐变形,看上去越来越小。

饮食单一
眼睛需要多种营养素,而这些营养并非
单一食物所能提供。如果饮食过于单一,会
让眼部营养供应不足,从而导致眼部的多种
疾病。建议多吃一些维生素丰富的水果、
蔬菜,利于眼部营养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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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在 2017 年度领事工作国内媒体吹风
会上，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郭少春表示，中国
护照“含金量”是人民群众高度关心的事，1 月 16 日
中国将与阿联酋全面互免签证。而笔者从中国领事服
务网上查询发现，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已经可
以享受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落地签政策。

我国智能手机
年产超 13 亿部

中国护照升级！
国人前往 65 个国家和地区可免办签证
郭少春介绍说：“过去一年里，除
阿联酋外，我们与巴巴多斯实现了互免
签证，与波黑签署了免签协定，生效批
准手续正在履行之中；与阿根廷、巴西
分别实现互发有效期最长为 10 年、5 年
的多次签证；与毛里求斯互免签证停留
期延长至 60 天；突尼斯等国单方面对
持中国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免签；卡塔
尔、加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卢旺达
对持中国普通护照人员实行落地签。中
国普通护照含金量继续稳步提高，目前
中国公民可免办签证前往 65 个国家和
地区。我们已经同 10 个国家实现全面
互免签证。与阿联酋、波黑的免签协定
正式生效后，将再增加两个国家；我们
还与 41 个国家达成了 70 份简化签证手
续协定或安排。

另据郭少春透露：“除了护照，我
们还有专门为企业打造的便利化安排
—— 这 就 是 5 年 有 效 、 16 国 通 行 的
APEC 商务旅行卡。目前，中国公民有
效持卡量近 4.7 万张，继续居 APEC 各
经济体首位，提升了中国企业，特别是
民营企业走向世界的竞争力。这些企业
的管理人员一卡在手，在 APEC 经济体
之间说走就走。”
通过梳理发现，最新的签证便利政
策主要包括，从 1 月 16 日起，中国、阿
联酋互免签证，持有效普通护照的中国
游客去阿联酋免办签证，最长停留 30
天。加蓬驻华使馆自去年 10 月起单方
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G20 成员国公民从
加指定口岸入境实行落地签证政策。此
外，为了推广 2 月份举办的平昌冬奥

会，韩国也对中国游客实施有条件免签
政策。即日起到 3 月 31 日，最近 5 年内
曾去过韩国，或者在中国指定旅行社购
买了冬奥会门票(韩币 20 万以上)的中国
人，可以免签进入韩国停留 15 天。
不过春节出境游千万别盲目说走就
走。专家提醒，在名单外还有一些国
家，比如马来西亚、白俄罗斯、乌拉
圭、菲律宾也有“免签”或“落地签”
政策，但均未完全开放，都需要一系列
限制条件，因此游客务必按要求准备或
履行必要手续，以免入境受阻。同时，
有些国家还可以参加旅行社跟团的方式
免签进入，以俄罗斯为例，便是对团队
游客开放免签政策。而有些国家坐邮轮
前往也是免签的，航线选择也很多。
（北京日报）

工信部昨日在京召开“电子信息产业
标准推动会暨中国信息技术服务年会”，披
露 2017 年 1 至 11 月我国软件核心技术服务
业规模达到 4.9 万亿元，增速为 14.9%，实
现了高速增长。同期，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超过 13 亿部。
其中，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服务收入
增长 24%，显示我国的电子商务产业目前
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
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认为，当前新一轮工
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制造业
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并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必须把握产业变
革趋势和实践的窗口，做好信息化和工业
化深度融合，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
点，加快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
2017 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也实现
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1 至 11 月份同比
增长 13.9%，实现利润总额增长 25.4%。其
中，2017 年前 11 个月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超
过 13 亿部，微型计算机产量为 2.79 亿台，
制造集成电路 1416.6 亿块。 （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