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  钟
崇    尚    科    学     反    对    邪    教

AlarmBell News
青岛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办 2016年2月29日 星期一 总第70 期

AlarmBell News 4版 2016年2月29日
星期一健康 

欢迎登陆浏览凯风山东主页
并扫二维码加微博微信关注

http://shandong.kaiwind.com/

法国民间团体反邪教活动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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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健身真的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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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俗点燃新春庙会

浮山后大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敲响了萝卜糖球会会开幕式的第一声

详情见2版

    肾为人的先天之本，要想益
寿延年，养肾是第一位的。《内经》
里说，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可见，
40 岁以上的人更需要学习养肾的
常识。养肾的秘诀总结起来，可
归纳为以下“三字经”。
　　护好脚。肾经起始于足底，
而足部很容易受到寒气的侵袭，
因此要特别注意足部保暖。袜子
最好包住脚腕，不要赤 脚在潮湿
的地方长期行走。睡觉时，别把
脚晾在外面，盖被一定要下过脚
底，上超肩膀；不要将双脚正对
着空调或电扇吹。足底有许多穴
位，睡前按揉脚心的涌泉 穴，可
起到养肾固精的功效。
　　大便畅。大便不畅，宿便停积，
浊气上攻，不仅使人心烦气躁、
胸闷气促，而且会伤及肾脏，导

致腰酸疲惫、恶心 呕吐。因此，
保持大便通畅，也是养肾的方法。
要做到大便通畅，需要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调整饮食结构，多做
运动。大便难解时，可用双手背
贴住双肾区，用力按揉，能激发
肾气，加速排便。
　　喝够水。水是生命之源，定
时饮水是很重要的养肾方法。饮
水过少可能引起浊毒的滞留，加
重肾脏负担，所以要养成多喝水
的习惯。每天应至少喝 8 大杯开
水 ( 注意：不要以饮料代替 )，
以冲淡尿液，预防结石等肾脏疾
病。
　　睡好觉。充足的睡眠对于气
血的生化、肾精的保养有着重要
作用，睡能还精、养气、健脾益胃、
坚骨强筋。临床发现，许多肾功

能衰竭的患者有长期熬夜、过度
疲劳、睡眠不足的经历。因此，
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
起，不纵欲，以利于肾精的养护。
　　别憋尿。膀胱中贮存的尿液
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刺激神经产
生排尿反射，这时一定要及时上
厕所。否则，憋尿过久会导致膀
胱压力升高、膀胱压力反射紊乱
和逼尿肌功能下降，或者影响输
尿管—膀胱抗反流机制，导致尿
液反流，容易诱发肾盂肾炎，甚
至造成肾功能损害。
　　吞津液。我国古代养生之道
特别重视唾液的价值，认为吞津
能“润五官、悦肌肤、固牙齿、
强筋骨、通气血、延寿命”。口腔
中的唾液，清稀的为涎，由脾所主；
稠厚的为唾，由肾所主。人的唾

液含有多种有益物质，具有助消
化、中和胃酸、抗菌、增强免疫
等功能。平时多用舌尖舔动上颚，
或者含个枣核都能生津。
　　按摩腰。腰部有很多穴位，
如命门穴、肾俞穴、腰阳关穴、
腰眼穴等，平时可经常按揉或叩
击腰骶部，摩擦腰部两侧，活动
腰臀部，每天早晚各一次，能温
肾阳、利腰脊、通经络。平时散
步时，用双手背按揉肾区，可缓
解腰酸症状。
　　慎用药。是药三分毒，具有
肾毒性的药物主要有氨基糖甙类、
万古霉素、造影剂、重金属、顺铂、
非甾体抗炎药、头孢菌素等，一
些中草药如关木通、马兜铃等也
可引起肾损害。使用药物时要提
高警惕，防止滥用或用药种类过

多，对具有潜在肾毒性的药物，
要严格掌握用药指征与方法、剂
量、疗程。
　　多吃黑。中医学认为，黑色
食物具有补益肾精、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延缓衰老等作用。现
代医学研究认为，黑色食物的颜
色主要来自于其中的花青素，这
种植物色素有助于降低患糖尿病、
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此外，黑
色食物中所含的抗氧化成分也比
浅色食物要高。平时可以多吃一
些黑芝麻、黑木耳、黑米、黑莓、
黑豆，多饮红茶，以达到补益肾气、
延缓衰老的作用。吃黑色食物的
时候也要注意，千万不要过量食
用，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反而
影响健康。莱西 

中医独家养肾秘诀

    世界各国的邪教几乎都对其信徒进行精
神控制。“人民圣殿教”914 名教徒在教主煽
动下，自愿服毒在圭亚那热带丛林中集体自
杀；“大卫教派”的教徒与武装警察对峙 51
天后，有 86 人放火自焚于骆驼山庄；“太阳
圣殿教”的 70 多名信徒，自 1994 年至 1997 年，
先后在法国、瑞士、加拿大等地集体自杀……
同样，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靠精神控制，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使 1600 余人命丧黄泉，
至于因练习“法轮功”致病、致残、致疯者
更不在少数，因为信奉“法轮功”，多少幸福
美满的家庭被破坏，多少人间至爱亲情被泯
灭，多少美好人生被毁灭，“法轮功”的累累
罪行，真可谓罄竹难书！令人痛惜的是，在
国家明令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后，仍有
少数痴迷者因受其精神控制而执迷不悟，甘
心为“法轮功”作陪葬，表现出一种令正常
人无法理解的邪劲。亲情是人类最基本也最
自然的一种感情，可是“法轮功”练习者自
焚后，他们的部分亲属不但没有表现出一丝
痛惜，反而为所谓的“升天”、“圆满”喝彩，
可见“法轮功”对人的精神毒害是多么严重！
　　那么，邪教是如何实现对信徒的精神控

制的呢？总的来说，为了把自己造成“神”，
达到使教徒对自己绝对忠诚的目的，邪教教
主无一不以各种谎言、骗术、心理暗示、诱
导等手法和喋喋不休地灌输歪理邪说对教徒
实行“洗脑术”。具体而言，靠的是吹、骗、吓“三
字诀”：
　　一是吹。邪教教主都大言不惭地自封为

“神”，要教徒对之顶礼膜拜，绝对服从。他
们利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难以把握自我命
运的自卑感、渺小感、无能感的心理，将自
己吹成法力无边的“上帝”、具有超能力的

“神”。这是使信徒丧失理智与自我的根本作
法。“人民圣殿教”的吉姆• 琼斯自称“上帝”，
是全体教徒的“父”和“主”；“大卫教派”
的弗农•豪威尔将自己改名为“大卫•考雷什”，
声称自己不仅是复活的耶稣，而且地位比耶
稣还高，是解放人类的象征；“奥姆真理教”
的麻原彰晃称自己具有超能力，是全人类的

“救世主”。与这些邪教头子相比，李洪志有
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他篡改自己的生日，
暗示自己“与佛祖同日诞生”，是“佛祖转世”；
他又吹嘘自己是比释迦牟尼、老子、孔子、
耶稣都要高明的“唯一的”救世主，具有“四

大超能力”，可以“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
界中”，他甚至恬不知耻地称自己是地球上的
第一人，连他的亲生父母都是他创造的，简
直吹破了天！
　　二是骗。欺骗信众是一切邪教教主的拿
手好戏。“法轮功”先是摆出一副善良的面孔，
关心你的疾苦，许诺满足你健身祛病、弥补
心灵创伤的需求，引诱人们加入。待入其圈
套后，就给你办“学习班”，让你不再相信其
他的人，不要再相信其他的思想、主义、信仰、
书本，不要再相信科学、医学，只能死读其“经
书”，千百遍地读、反反复复地读；你若发现“不
灵”，他就说你“心不诚”，诱导你去从自身
找原因，不断地“反省”和“洗脑”，控制你
的精神，使你对李洪志不得有半点怀疑，死
心塌地地跟他走。这种精神控制使“法轮功”
追随者逐渐丧失正常人的理智，丧失人的尊
严，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陷入一种迷迷糊
糊的痴迷状态，最终导致精神迷惘，任其驱使，
甚至精神失常、分裂、彻底崩溃，不可避免
地做出一些害己害人的事情。
　　三是吓。李洪志以“末日说”、“地球爆
炸说”、“形神俱灭”恐吓追随者，令信徒终

日处于极度忧虑、恐怖的幻觉之中；又以“法
身说”令信徒相信其“法身”无处不在，无
时不在，随时都在监视信徒的一切思想和行
为。在这种精神控制下，信徒们自私心理极
端化，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有怀疑感到恐惧，
再到绝望和敌视，最终只能跟定教主走上反
社会的绝路，而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
                              崂山

邪教实施精神控制“三字诀”

　　1、简单、定量为主
相比早餐和午餐，晚餐更应该吃得简单些，一般要求晚餐所供
给的能量不超过全日膳食总能量的 30% 即可。
    在无法避免无限制地吃菜肴的同时保证主食的进食量，主
食应“定量”，健康成人每天至少在 300 克以上，晚餐可以适
当减少。
    另一方面在主食的选择上应该尽量偏向利于消化和营养保
持良好的粗粮类。
    2、清淡、低脂、易消化
晚餐宜清淡，注意选择脂肪少、易消化的食物，且注意不应吃
得过饱。 晚餐营养过剩，消耗不掉的脂肪就会在体内堆积，造
成肥胖，影响健康。晚餐时间过晚、过长、吃得过饱对睡眠不
利，它容易致人体消化不良和失眠。
    3、素食晚餐更健康

晚餐一定要偏素，以富含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为主，尤
其应多摄入一些新鲜蔬菜，尽量减少过多的蛋白质、脂肪类食
物的摄入。
    晚餐必须得到很好的重视，但不要求量大，更不应该大鱼
大肉。晚餐时应有两种以上的蔬菜，既增加维生素又可以提供
纤维。
    此外，面食可适量减少，适当吃些粗粮，可以少量吃一些
鱼类。如果能在吃完晚饭的 40 分钟后外出散散步，将会对食
物的消化和吸收十分有利。
　　4、用脑过多晚餐更要吃好
    长期高强度用脑的人需要补充酰胆碱，增强记忆力。这里
给脑力劳动者推荐一个晚餐营养食谱：100 克清蒸鲫鱼或素烧
豆腐，200 克凉拌芹菜或菠菜，一个玉米面的窝头，一小碗紫
菜汤（不要加虾皮）或一碗紫米粥。崂山

健康晚餐三个原则
      “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人能活到 80 岁以上，
该是多么的万幸。然而，一些错误的观念，却可能
影响高龄老人的晚年生活，甚则影响寿命。因此高
龄老人日常养生应重视以下四大禁忌，以更完美地
走完人生道路。
       危象 1：恐惧：高龄老人，尤其是 90 岁以上，
他们同龄的朋友、同事一个个相继离开了人世，伤
离别可能使他们想到自己也要不久于人世，有的因
此惶惶不可终日。可是这样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加
快了死亡的步伐。统观世间的高龄老人，虽然长寿
的原因很多，但至少有一点已经证实，那就是长寿
者大多性格开朗、豁达大度、情绪乐观、心理健康。
高龄老人想到死亡的来临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理解。
但关键是要想到以后自己抱什么态度来面对。如果
能顺其自然，泰然处之是最好的了。
       危象 2：“折腾”：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机体各器
官功能明显衰退，肌肉萎缩，骨质疏松。可是，常
常遇到的是，高龄阶段还去参加一些不合适的运动，
甚至参加旅游、观光、会议等带有明显“折腾”性
质的活动。什么“这辈子没去过的地方不去看看终
身遗憾”啦，什么“这么重大的场合不出席不合适”
啦等等，理由很多。其结果是“力不从心”，突发严
重影响健康事件。“生命在于运动”是对的，但对于
高龄老人来说，一定要在自身能力承受的限度内适
度锻炼，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这样才能平安地幸
福生活着。
       危象 3：倔强：现实中，最多见的是老人性格刚
烈、脾气倔强，平常生小病从来不去医院治病，病
情加重时就自己买点药吃，按自己多年的“经验”
生活着。一旦遇到又一次加重，家人、子女力劝他
到医院去看病，如果老人始终不肯，还会进一步发
生争执，最后走了“不治而终”的不归路。
危象 4：孤独：高龄老人如突遇丧偶，可能会在短时
间里出现明显的衰老、精神不振，甚至导致不久也
亡故了。据统计，丧偶老人的死亡率，是一般老年
人死亡率的 7 倍。人是群居动物，尤其是老年相伴
的伴侣一旦丧失，其严重后果可想而知。人的生命
都是各自独立的，虽然相依相伴多年，一旦一个人
先去了，另一个人也要走好自己人生剩下的路，一
个人同样可以很精彩。当然，人到了老年阶段，如
果还能有一位相知相伴、不离不弃的至亲相伴左右，
那确是无比幸福的一件事。市南

高龄老人“四知”须知

　　晚上不能运动，这说法真的靠谱吗？
很多人都这么问。
　　我回答说：古人的话多半有道理，但
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还原
到古代的生活状况和饮食状况去理解。
　　古人生活艰苦。他们交通完全靠走，
家务完全靠手，种田养猪砍柴挑水，哪个
都是相当辛苦的体力劳动。即便每天不刻
意运动，身体活动量也会非常大，所以晚
上要好好休息。再说，普通劳动者经常食
不果腹，晚上能吃饱饭就不错，饿着肚子
入睡的也不在少数，当然不必再额外耗费
体能。
　　现代人则完全不同。从早上到下午，
一整天都在办公室里坐着不动。晚上好容
易有点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不让适当活动
一下？再说，如今社会食物极大丰富，晚
上又是一天中最为丰盛的一餐，难道天天
晚上吃饱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会更有利
于健康么？
　　如果非要说说什么时候运动最好，按
我所看到的不全面资料，早上似乎是不错
的选择。有研究显示，受试者吃热量脂肪

较多的食物，那么同样的运动量，在早上
做的时候， 和其他时间运动相比，抑制一
天当中血脂上升的效果更好。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说：你看，这
不是和传统养生说的一样吗？早上就是“阳
气生发”的时候，应当早上运动啊！
　　的确，早上起来之后，人体从代谢率
最低的睡眠状态中醒来，如果能适当活动
一下，有利于提升代谢率，改善血液循环。
早上运动，就意味着要早起，而早起的前
提是早睡。早睡早起，生活规律，本来就
有利于健康。
　　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其他时间运
动就一定有害。因为即便下午或晚上运动，
对控制血脂来说，也比不运动好。增加身
体活动，哪怕是在晚上，和成天坐着不动比，
必然有利于减少肥胖，有利于控制血糖和
血脂。问问那些长期跳广场舞的阿姨们，
真的因为晚上去跳舞而伤了身体么？恐怕
听到的答案是，她们感觉身体更舒服了，
几天不去跳会才觉得别扭。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选择：
如果早上运动能做到是 100% 的好，但是你

做不到，它的效果就等于零。 如果晚上运
动只能达到 70% 的好，但你做到了，它就
切实对你有益。如果有人对你说，得不到
百分之百的好，就干脆连 70% 也不要，你
会不会觉得这人很傻呢？
　　我本人是个晚上运动的受益者。因为
除去周末，白天确实很难有机会换衣服做
运动，而回家之后还要买菜做饭，刚吃完
饭又不便跑跳，只有饭后一个多小时之后，
大概到八点半的时候，才有时间去操场运
动。
　　有时候，我运动的目的除了健身，还
是为了放松一下大脑。每天无数信息进入
大脑，晚上还要写科普文章回答网上的问
题，头脑总是难以放松，入睡时都带着挥
之不去的一大堆各种思考。只有在运动的
时候，能够彻底地放松自己。运动之后洗
个澡，晚上就睡得很好。
　　也有人说，晚上运动之后睡不着。这
个可以自己反思一下，是运动量过大了，
还是运动时间太晚了，还是运动方式选择
得不太合适。一般来说，晚上最好不做那
种很兴奋的竞争性运动，而做单调一点的

运动。比如快走、慢跑之类，很难让人情
绪兴奋到睡不着的程度。
　　需要叮咛的是，晚上的运动量要适度，
强度要循序渐进，运动到全身舒适通畅的
状态就好，别让自己运动之后疲惫不堪。
睡前一小时最好就不做运动了。也别忘记，
运动是一种放松，而不能当成又一个任务
压力。如果身体不适，或者过度疲劳困倦，
就不要勉强自己去运动，先睡好休息好，
第二天再运动也不迟。
　　其实，无论早上还是晚上，运动之后
的效果好不好，用不着谁指手画脚，身体
自然会告诉你。如果运动后身体舒畅，睡
眠香甜，第二天神清气爽精神好，就说明
身体喜欢这种做法。如果第二天疲劳乏力，
精神萎靡，就是运动不当。至于具体采用
什么时间和方法，可以咨询健身专家，但
一定是要你能够长期坚持的时间和方法。
如果你不能长期做到，无论多么完美，都
没有意义。
　　如果白天没时间，又以晚上不能运动
的传说来纵容自己的惰性，那就继续懒着
吧，肥着吧。

晚上健身真的有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