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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提醒

◆生活课堂

夏季女性需防尾骨痛

◆亲子讲堂

任何姿势都不宜长久维持。说起
“葛优瘫”，大多数人都知道该动作对
脊椎不好。对此，黄崇侠表示，无论何
种坐姿，身体都仅有部分固定的肌肉
和韧带在受力，而且上述软组织疲劳
后，身体会调动另外的软组织来保持
原有姿势，这会使劳损的范围扩大，最
后可能影响尾椎。即便是“四平八稳地
坐”，维持时间太久都对脊柱健康不
利。因此想要预防尾椎劳损，减少脊椎
负荷是最实用的，最基本也最重要的
就是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不同坐姿要
交替更换，避免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

胃痛、胃胀、食欲不振，大部分人
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俗话说“老胃病，
三分治，七分养”，杭州市三医院中医
科原主任、85 岁的朱广根说，自己就是
个 非 常 典 型 的 例 子 ，他 患 胃 炎 已 32
年，病情一直很稳定。他总结了一套
“三八”养胃经。
朱广根将一天 24 小时分为三个
八小时，即 8 小时工作、8 小时休息、8
小时睡觉。对于 8 小时休息，他说，休
息和睡觉不是一个概念，休息包括饮
食、锻炼以及情绪的调控，这也是“养
胃”的关键 8 小时所在。
饮食上，朱广根建议每餐吃八分

爱玩爱闹是孩子的天性，再成熟
的孩子也有调皮的时候，如果孩子在
生活中表现得过于沉默，特别听父母
的话，很可能是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
求过于严厉导致的。这种对父母唯令
是从的态度恰是孩子自卑的表现，具
体表现为行动缺乏主见，没有自己的
想法，甚至不敢反抗父母。例如明明
想要出去玩，却会因为父母的反对而
委屈自己，久而久之，就容易养成木
讷、不自信的性格，遇事不知道争取，
人际关系上易委曲求全。

矜持害羞
有些孩子在与他人交流对话的时
候容易害羞，总是脸红，还不敢直视对
方的眼睛。在大人看来，这是孩子“害
羞”的表现，若出现在女孩子身上，家

长还会把它当成一种优点，说明小姑
娘比较矜持。其实，有这种想法的父
母是错误的，眼神躲闪是孩子自卑的
典型表现之一，说明孩子害怕陌生人，
与他人对视时心理压力大，情绪上特
别紧张，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孩子将
来的人际交往。

追求完美
有些孩子特别挑剔，但家长却不
以为然，认为这是孩子追求完美的表
现，然而他们不知道过于追求完美其
实也是自卑的表现。因为自信的人对
待周围的事物往往比较宽容，而自卑
的人则相反，他们常常会通过挑剔、打
压别人的方式来让自己获得安全感。
这种情况若不及时纠正，孩子容易形
成偏执的性格，在以后的人际交往中
很难交到朋友，在学校也容易成为校
园霸凌的对象。
（
《大众卫生报》
）

养胃要抓住关键 8 小时
饱，另外要改掉“边走边吃、边看边吃”
的习惯。
锻炼主要是为了提高机体免疫
力。朱广根热爱运动，虽已年过八旬，
但他每天仍坚持走路，每天至少 5000
步，上下班则坚持坐公交车。中医认
为，胃肠功能好的人，第二、三脚趾往
往粗壮而有弹性，站立时抓地牢固；胃
肠功能差的，这两个脚趾多干瘪而无
弹性，站立时往往抓地不牢。因此，平
时可练习用二趾和三趾夹东西，持之
以恒，胃肠功能就会逐渐增强。
在情绪方面，中医认为，胃在生理
上以和降为顺，在病理上因滞而病，心

态不好、好发脾气，会影响脾胃的运化
吸收，气血运行失调，继而诱发胃痛、
胃胀等症状。俗话说，
“气得我胃疼”，
就是这个理。
（
《都市快报》
）

随着生活水
平 提 高 ，饲 养 宠
物逐渐成为时尚
的代名词。最近
出现了一个新网
络 用 语 ——
“吸
猫族”，然而不少
人却过度
“吸猫”，
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猫抓病通常表现为抓伤处皮肤出现丘
疹、水疱或脓疱，局部有淋巴结肿大，主要
见于头颈部及四肢，为伤口引流区域淋巴
结肿大，可累及单个或多个淋巴结，部分病
例伴有全身不适、乏力、低热等症状。
猫抓病目前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相关
疫苗，该病多为良性自限性疾病。由于大
多数是轻症，能自愈，重症及时确诊后，通
过对症治疗，
也会很快治愈。
如何预防猫抓病？若被猫咬抓伤后，
应及时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并请专业医
生评估，必要时及时注射狂犬病疫苗（猫也
可能携带狂犬病病毒）。
日常要注意饲养宠物的卫生，要做到
预防消毒，消灭其身上跳蚤和扁蚤等传播
巴尔通体的媒介；气温高又闷热时，宠物更
容易抓狂。
（
《老年生活报》
）

“为什么点了没反应？
”

在使用微信时，老年人往往会遇到一
个问题——为什么点了没反应？
如今都是全触屏的智能手机，很多老
年人以往都是使用按键手机，当使用智能
手机时，一时不习惯触屏的感应力度，所以
总会出现点了没反应的情况。
怎么触摸才能有反应呢？在触摸屏幕
时，要确保双手拿稳手机，用手指去触摸屏
幕（一 般 大 拇 指 和 食 指 操 作 起 来 较 为 方
便），不要用指甲去点击，触摸时感觉到指
面与屏幕有很实在的贴合感，触摸时间超
过半秒才算点击上。
可以多尝试，不要怕点错，一旦怀疑自
己点错了，可直接按手机的【返回键】就可
退出，
所以不必担心。
温馨提示：长时间使用手机有害健康，
尤其是眼睛，
老年人看手机应适当。
（
《生活晚报》
）
◆

温馨提示

◆健康指南

◆

这些“优点”说明孩子自卑
“沉默是金”

小明是班里少有的文静男孩，看
到其他的男孩都特别闹腾，小明妈妈
常因此而感到欣慰。然而，小明的这
个“优点”在专家看来却不是什么好
事，而是孩子极度自卑的表现。在此
提醒家长，以下几个特征也是孩子自
卑的表现，家长应该要好好找找原因，
千万别再引以为傲了。

“不要等到痛的时候才想到去做
康复。”黄崇侠指出，日常就应进行脊
椎放松锻炼，尤其是久坐一族。他推荐
以下动作：首先让脊柱放松下来，上半
身向前微弯下来，维持两秒钟，然后做
抬头伸懒腰的动作，腰部稍微酸胀感，
约维持 5 秒，此动作每工作一小时重
复做两三遍。
女性夏季更要防尾骨受凉。预防
尾骨疼，居家躺在床上时可以借助直
腿抬高、拱桥运动等进行锻炼。此外，
提肛运动也大有可为，不仅对尾椎有
好处，
还可预防痔疮等其他疾病。
黄崇侠提醒，任何康复训练动作
都必须在有资格的治疗师的指导下学
习，且不可运动过量。
“ 每个动作对不
同人的情况都有不同的要求，必须真
正了解动作要领。如果盲目模仿去做，
尾骨反倒可能受伤更加严重”
。
在座椅方面，现在工作场所常见
到的可以滑动的椅子稳定性不太好，
长久使用不利于脊椎健康，选择普通
的木制靠椅即可。但偏瘦的人，椅面宜
偏软。
黄崇侠特别强调，女性还要注意
避免受凉。尤其是在夏季，室外非常炎
热，进入空调屋内温度骤降，长此以往
容易软组织劳损，建议随身携带一件
外套，
以备温差骤变。
（
《中国妇女报》
）

答疑解惑

尾骨疼痛是久坐一族经常遇到的
“难题”，疼到剧烈时甚至屁股都不能
挨板凳，特别是女性更易招惹。广州市
正骨医院康复中心主任黄崇侠教授近
日提醒，任何一种体态保持太久都对
脊椎健康不利，建议经常变换坐姿，女
性日常可通过抬头伸懒腰、提肛运动、
直腿抬高、拱桥运动等简单的脊椎锻
炼动作进行预防。
女性更易被尾骨疼痛“盯上”。由
于生理结构的不同，女性尾骨比男性
的更小、更低一些，所受压力更大，因
而女性更容易出现尾骨疼痛。
尾骨疼痛时，姿势改变尾骨会痛
得更厉害。黄崇侠解释，这是因为当由
坐姿转换为站立姿势时，人体的一些
韧带肌肉就要相应地活动以维持骨盆
的稳定，牵扯到疼痛部位的话，疼痛容
易加重。
除了慢性劳损，外伤、退行性病
变、盆腔疾病甚至肿瘤等原因都可能
引发尾骨疼痛。专家坦言，针对长期劳
损甚至韧带钙化引起的尾椎疼痛，传
统的药物治疗、热敷等效果往往不佳，
原因是患处解剖位置比较特殊，患者
比较难依从。借助冲击波治疗尾椎痛，
因为治疗时间短，患者依从性提高，效
果缓解十分明显。尾椎疼痛比较严重
时，可以尝试使用中间镂空的坐垫，避
免尾骨受到椅面挤压而疼痛加剧。

夏季谨防猫抓病

开灶时就要开抽油烟机

居家过日子，几乎家家都离不了抽油
烟机。但最近，尹先生和老伴却因开不开
抽油烟机争论不休。
尹先生说，他一般不炒菜是不开抽油
烟机的，
“比如蒸米饭、煮饺子，从水开到饭
做出来也得二十几分钟，我觉得总开抽油
烟机是一种浪费”。儿子也支持他的观点，
但老伴认为只要灶上开火，就会有燃气燃
烧时产生的废气，所以不炒菜也要开抽油
烟机。
咨询多家抽油烟机生产厂家后，技术
人员均表示，只要灶上开火就建议打开抽
油烟机，例如在蒸煮东西时，虽然没有油
烟，但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蒸气含量过高
会伤害橱柜，长时间受潮会破坏橱柜的内
部结构，缩短使用寿命，可以打开抽油烟机
的最低档将水蒸气排出。最好再开窗通
风，让新鲜空气进来，关闭燃气灶后也还要
继续开一段时间的抽油烟机，以保证厨房
内的有害气体完全排出。
（
《燕赵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