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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秘诀助你开心
张君君

“假如你遇到情绪问题，甚至患
上心理疾病，不要认为自己是不幸
的，反而更要相信自己是幸福的。因
为不经历疾病，便不能更好地理解健
康的意义，也不会以明确的态度追寻
更高层次的健康。”英国临床心理医
生马克思·潘波顿(下文简称“潘波
顿”)倾听过无数求助者的故事，并帮
他们走出心灵的阴霾。他近日在英
国《每日邮报》刊文指出，虽然大家会
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但
应对起来牢记 8 个秘诀就够了。
别担心不受自己控制的事
潘波顿曾遇到一位非常焦虑的女
孩，
每次心理咨询时，
对方总会倾诉无
数个让她担心的事情。这些事极其琐
碎，比如妹妹会不会不喜欢她送的生
日礼物?类似的担忧消耗了女孩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帮她从焦虑中走
出来，
潘波顿和她约定，
每次咨询都把
她担心的事罗列在一张纸上，等到下
次见面时，
看看这些事哪些发生了，
哪
些没发生。结果，女孩担心的事一件都没发
生，
原来她一直都在杞人忧天。
潘波顿说，生活中，很多人都会为一些
无法预料的事担忧、苦恼，比如明天会不会
下雨，影响安排好的行程;写好的方案会不
会被领导否决等。其实，这些事的发展不受
个人控制，过度担心只会使自己神经紧张、
精神包袱过重。经常杞人忧天的人，往往把
自己包裹在重重防卫的内心世界。建议他
们多参加集体活动，多与人交流，培养开朗
的性格;多进行体育锻炼或外出旅行，增强
意志、开阔眼界。这样就不会再拘泥于对小
事的担忧。
不做完美主义者
潘波顿说，我们的身边不乏完美主义
者，对自己要求极高，任何事都想做到尽善
尽美，一旦出了差错，便愧疚万分、难以释
怀。比如，完美主义的学生会因为一次考试
的失误而沮丧很久，完美主义的职场人士会
因为工作进展不顺而倍感失落……严格要
求自己本是好事，但若苛求，总给自己设定
很高的目标，就难免频繁陷入无法完成目标
的心理落差，久而久之，失去自信，对很多事
都提不起兴趣。每个人都应对自己有个客
观的评价和定位，做事不急于求成，要循序
渐进。如果事情的发展不遂人愿，应学着宽
恕自己，从跌倒处吸取教训，而不是一味地
深陷其中。
找一个让你感兴趣的工作
曾有一位律师因抑郁向潘波顿求助，药
物、冥想等治疗似乎对他都没效果。后来，
律师不幸发生车祸，不得不辞职在家康复。
潘波顿以为他的抑郁会变得更严重，没想
到，律师重新找到一家公司就职后，抑郁竟
不治而愈。究其原因，是新工作让他找到自
己的价值，感到充满动力。潘波顿这才意识
到，律师抑郁的根源是做了一份自己不喜欢
的工作。
潘波顿说，人们往往经过多年学习，才
有能力从事一份专业性强的工作，即使后来
发现并不喜欢，也不想辜负自己曾经的努
力，而继续坚持。另外，大部分人把工作当
成谋生手段，如有变动，意味着收入减少、影
响舒适的生活状态，于是不愿改变。但不合
适的工作会让人时刻处于压抑中，导致心理
疾病。因此，我们应真诚地问自己，是否热
爱这份工作，能否承受工作带来的负担。
从学生时代开始，每个人就要做一张职
业规划书，并不断调整，目标清晰才有的放
矢。当下，社会提供了广泛的择业机会，如
果一时找不到舒心的工作，也应用心尽好当
下的职责，任何岗位都可以出行家。对于那
些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却又没有勇气改
变的人，最好多培养兴趣爱好，寻求排解的
出口。
不羡慕也不评说他人
潘波顿说，在你看来，有些人似乎拥有
一切，美貌、金钱以及完美的婚姻，但事实
上，光鲜亮丽只是表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正在与各种困难抗争着。其实，大部分人都
在艰难地面对生活，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别
人经历了什么，也许是体弱多病的苦恼，或
是丧失亲人的悲痛。因此，我们应保持仁爱
之心，尽量不以表象为依据评说别人;人际
感情是相互的，礼让别人一分，也能收获一

份友谊;如果他人向你倾诉苦难，给出力所
能及的帮助是最好的善待。
不要总想着改变他人
潘波顿说，不管是在家里还是职场，当
他人意见和我们不合时，很多人总是试图去
改变对方，但一个人的思维和习惯是长时间
教育和环境影响的结果，很难撼动。
如果我们总抱着纠正别人的心态与之
相处，不仅会让自己感到疲惫，也会影响彼
此的关系。相反，当我们学会接受别人、改
变自己对他们的看法时，会发现事态发展随
之转好，
对方并没我们想的那么糟糕。
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潘波顿表示，人际交往中的大多数问题
都源于沟通上的失败，要么别人没有正确
表达，要么我们没有仔细倾听。沟通的复杂
往往来源于“口不对心”，比如有些人虽然嘴
上说“我很好”，但他心里或许恰好相反，正
渴求你的安慰和鼓励。若你没有发现这一
情况，没有给予充分的回应，对方便会难过

和沮丧。为什么不让沟通变得简
单一点呢?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
无助于心情的改善，还会让他人感
到不解，从而影响双方的交流。建
议大家在沟通中，勇敢表达自己真
实的想法，并用恰当的方式说出
来，同时，耐心倾听他人的观点和
意见，语言上的理解是心灵上互通
的前提。
学会礼貌而坚定地说
“不”
潘波顿认为，很多人的痛苦往
往来自一种情况：虽然不想做某件
事，却因害怕得罪人或被人说自
私，而不敢拒绝。真的以为硬着头
皮去做，对方便会感激吗?其实，如
果某件事让自己痛苦或超出能力
范围，还勉强答应别人，不仅委屈
了自己，一旦无法兑现诺言，更会
让对方觉得你不靠谱。因此，学会
礼貌而坚定地说“不”，是确保幸福
的最好工具之一。
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边界
和底线，该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并学会用委
婉的方式表达拒绝，让别人接受又不感到尴
尬。比如有人邀请你参加聚会，但你并不想
去，应微笑着表示感谢，再讲明不去的原因，
可能是身体疲惫，或是已有其他安排。值得
提醒的是，拒绝要趁早，不要拖延，越拖延越
难开口，
及时回应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将心底的爱表达出来
潘波顿说，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从心理学角度看，被爱是我
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而失去爱是每个人心灵
深处的恐惧和焦虑。然而，大多数人却在隐
瞒心中爱意的状态下度过一生。告诉他人
我们的爱，不仅会让对方感觉幸福和被重
视，也会促使对方回馈我们更多的关怀。我
们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喜欢、思念，也可以通
过肢体语言，比如拥抱、牵手，来增进亲密关
系。学会爱与表达爱
是人生重要的必修
健康话题
课。
寒症造成的手脚冰凉是因
为人体内寒气过剩、阳气衰微，
寒气凝滞于经脉，致使气血运
行 受 阻 ，不 能 达 到 四 肢 末 端 。
因此，除了手脚发凉之外，还常
常出现恶寒蜷卧、面色苍白、腹
痛下利、呕吐不渴、舌苔白滑、
脉微细等症。防治可用四逆汤
温中散寒。方中生附子是大热
之品，其性走而不守，能通行十
二经，温壮元阳，回阳救逆；干
姜性热、味辛，入心、脾、胃、肺
经，其性守而不走，温中散寒，
助阳通脉；炙甘草既可以益气
补中，治虚寒之本，也能缓和干
姜、附子峻烈的药性，
调和诸药。
热厥，即因为邪热深伏于身体、闭阻
阳气，导致阳气不能外达四肢而导致的手
足逆冷。除了手足冰冷，还常常会感到喜
冷饮而恶热，伴烦渴口干、小便黄赤，舌质
红，苔黄燥，脉洪大有力。通常发热在前，
手足厥冷在后；厥为标，热为本，也就是真
热在里，隔寒于外的真热假寒症。此时，
应使用白虎汤清里透热。方中石膏性大
寒，味辛、甘，擅长清热，以制阳明内盛之
热，并能止渴除烦；知母性寒，味苦，质润，
能助石膏以清热生津；粳米、炙甘草和中
益胃，并可防止石膏和知母的大寒之性伤
身，诸药配伍，便能帮助患者清热、除烦，
生津止渴，邪热内盛所导致的四肢逆冷就
会自然解除。

手脚冰凉，
手脚冰凉
，盲目温补反受害
郭 昕
天气逐渐转凉，很多人都会手脚冰
凉，即使喝热水、多穿衣服，也依然暖不起
来。这在女性、老人和体弱者中更为常
见。人们大多认为手脚冰凉是“寒”造成
的，于是选择吃牛羊肉、辣椒、生姜、桂圆
等辛热之品来温补。有些人吃完会感到
身体热乎乎的，手脚也不那么凉了，有些
人却可能适得其反。
中医认为，手脚冰凉属“肢厥”范畴。
《伤寒论》云：
“ 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
便为厥。”由此可见，肢厥是由于阴阳之气
失去平衡、不能相互贯通，导致阳气不能
正常布达温煦所致。而肢厥也有寒热之
分，不是所有的手脚冰凉都是阳虚惹的
祸 ，我 们 要 辨 症 施
专家建议 治，不可盲目温补。
美国华盛顿大学肾病研究所
的研究者最近发现，肾功能差的人
发生房颤的风险会增高。
研究人员从美国有关心脏健
康的 3 个独立研究项目中收集了
数据，共包括近 1.7 万名参与者，对他们进行了
8~12 年的跟踪随访。所有参与者在研究之初
都没有房颤。每个项目都用两种不同方法考
察了参与者的肾脏功
医学发现 能，其中一种是血液测
试，即评估肾脏从血液

甲状腺全切后能吃含碘食物吗
储冰峰
近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日趋增高，甲状腺全
切是其有效治疗方法，术后需每天服用甲状腺激素
替代治疗。甲状腺功能和碘的摄取密切相关，很多
患者做完甲状腺全切后，对于还能否吃含碘食物心
存疑问。
碘本身不能独立影响人体生长发育和生理功
能，而是参与合成甲状腺激素，通过甲状腺激素行
使各项生理功能。因此甲状腺全部切除后，人体对
于碘几乎没有需求，不用刻意摄入含碘食物。但也
不用刻意排斥，甲状腺切除后，人体摄入的碘由小
肠吸收入血，无法被利用和储存，多余的碘会被肾
脏排出体外。
需要注意的是，甲状腺全切后，碘可以食用，但
不宜过量。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几个国际组织
建议正常人每日摄碘 1000 微克以下，碘摄入过高会
有高碘性甲亢的危险。虽然甲状腺全切后高碘摄
入的后果目前并没有研究资料证实但是根据正常
人高碘性甲亢的发病机制可以推测，甲状腺全切后
高碘摄入可能会增加残存的少量甲状腺的不良活
动，
这对于甲状腺癌的预后是一个不安全因素。
因此，对于甲状腺全切者，建议正常饮食，少吃
或不吃含碘盐以及含碘高的紫菜、海带、海藻等植
物性海产品；每周吃一次动物性海产品，用以补充
锌、欧米伽３脂肪酸等必需
健康常识 营养物质。不建议服用含
碘的营养素补充剂。

11 招增加运动量
李译
体育锻炼有助于糖友控制体重、改善血液循环、
提升情绪和抵御糖尿病的多种并发症。不过，糖友
在增加运动量的同时也要保证安全。美国糖尿病学
会近日总结了糖友增加运动量的 11 种安全方法。
1. 外出办事，
步行代替驾车。
2. 较年轻、腿脚好的糖友，尽量爬楼梯而不坐电
梯。
3. 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稍远的停车场里。
4. 电视节目中若插播广告，见缝插针地做些运
动，
如高抬腿、躯干扭转和手臂拉伸等。
5. 与朋友一起锻炼，他们不仅能起到督促作用，
还能提供支持和帮助。
6. 如果厌倦了现有的锻炼方法，尝试报名参加
健身房新开的课程班。
7. 尝试用计步器或健身应用程序来跟踪记录运
动量，若运动量不达标，
应在此基础上逐渐加量。
8. 饭后 1 小时左右轻快散步 10~15 分钟。
9. 如果上班时需要久坐，每隔 30 分钟就起身活
动一下。
10. 直接走到同事身旁交流工作，而不是靠电
话、短讯或邮件来沟通。
11. 积极尝试以前没做
健身园
过的运动。

排除了房颤其他风险因素（如糖尿
病、吸烟和心脏病史）的影响之后，
上述相关性依然存在。
这项发表在《美国肾脏病学会
临床杂志》上的研究认为，肾功能
不佳会改变血液中维持正常心脏功能所需的
多种营养物质（如钾、维生素 D、钙和磷）的含
量。如果肾功能受损，血容量就会上升，增加
对心脏的压力，从而引发房颤。因此，肾病患
者在治疗原发病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心脏健
康。

肾功能受损增加对心脏的压力
李生
中去除毒素的能力；另一种是尿液测试，即肾
脏是否能够有效过滤掉某些特定的蛋白质。
分析结果显示，研究之初肾功能较差的人，研
究结束后更有可能患上房颤。血液检测结果
较差者，患房颤的可能性高出了 2 倍，尿液测
试结果较差者患房颤可能性高出了 76%。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