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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女性都很怕自己衰老，
因为衰老会变丑。但是喝某些果
汁可以有效地抗衰老哦。下面跟
着小编一起来看看。
    1、红石榴汁
    已经被证实具有很强的抗氧
化作用。它含有一种叫鞣花酸的
成分，可以使细胞免于环境中的
污染、UV 射线的危害，滋养细胞，
减缓肌体的衰老。有研究表明，
鞣花酸在防辐射方面比红酒和绿
茶中含有的多酚更“厉害”。
    2、樱桃汁
    樱桃汁能帮助面部皮肤嫩白
红润、去皱清斑，是不少美白产
品的最爱。樱桃不仅富含维生素
C，而且含铁极其丰富，是山楂的
13 倍，苹果的 20 倍。除了含铁量
高之外，它还含有平衡皮质分泌、
延缓老化的维生素 A，帮助活化细

胞、美化肌肤。
    3、葡萄汁
    葡萄汁含有大量葡萄多酚，
具有抗氧化功能，能阻断游离基
因增生，有效延缓衰老；它还含
单宁酸，柠檬酸，有强烈的收敛
效果及柔软保湿作用。另外，葡
萄果肉蕴含维生素 B3 及丰富矿物
质，可深层滋润、抗衰老及促进
皮肤细胞更生。
    4、猕猴桃菠萝苹果汁
    猕猴桃 2 个，菠萝 1 个，苹
果半个。猕猴桃、菠萝去皮，苹
果去皮、去核，均切小块，加 1
杯温水放入榨汁机中榨汁。可抗
衰老、清热降火、润燥通便，增
强人体免疫力。
    5、柚子汁
    柚子汁含有维生素 B1. 维生
素 B2.维生素 C等多种营养成分。

此外，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柠
檬酸，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对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延缓衰
老及抑制色素沉着等都十分有效。
    6、黄瓜汁
    黄瓜汁能有效促进机体的新
陈代谢，减肥抗衰老，还可使神
经系统镇静、增强记忆力，辅助
治疗失眠。
    7、杏汁
    杏汁含糖类、果酸、膳食纤维、
黄酮类物质、维生素 C及铁、磷、
锌等矿物质元素尤其丰富。丰富
的矿物质及植物性不饱和油脂，
具有良好的柔润滋养效果。
    8、西红柿汁
    西红柿汁能保护皮肤弹性，
促进骨骼发育，减退雀斑和面部
色素沉着，其维生素P可保护血管、
防治高血压。黄岛

女性喝八款果汁抗衰老效果佳

    许多电脑族有个习惯，边上网
边吃，感觉很惬意，但专家提醒，
这一习惯不利健康。
    或者是工作需要，或者是个人
习惯，“宅”在电脑桌前的人确实是
越来越多了，他们常常一坐就是几
个小时，最后还会演变得连餐桌都
不上，工作和吃饭“一体化”，全在
电脑前进行。其实在电脑前放吃的
东西并不提倡。
    专家提示，电脑在使用中会产
生静电和热量，它们会不断把空间
中的灰尘与杂质吸附到电脑周围，
若在电脑周围放食物，则很有可能
令吃的东西被灰尘污染。办公桌上
除了电脑，还有纸张及其他办公用

品，难免会存在一些纸屑或细微的
纸张碎末、灰尘，这些东西或多或
少也会对桌上的食物有一定影响。
人们吃了放在电脑旁的食物很容易
引发疾病。
    此外，边吃边办公，也是一种
非常不好的习惯。专家说，键盘和
鼠标由于长期使用，上面存在一些
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菌。稍不注意就
会随零食进入人体，影响健康，特
别是一些公用的电脑。
    因此，专家建议，最好不要在
办公桌，特别是电脑旁放吃的，如
果不得已要放，那么必须保证食物
包好，水杯加上盖。平度

    清晨睡醒后，不忙起床，静卧 5
分钟后，先向左侧，再向右侧，最
后仰卧，其间共伸 3 次懒腰，使关
节充分舒展活动。然后，大打哈欠
3-5 次，随即起床到僻静宽敞处，伸
臂踮足连续进行 10 次深呼吸运动。
    立定，两眼平视，先向东远眺；
然后，半闭目低头、转身再向南远眺；
再进行半闭目低头、转过身向西远
眺；最后，半闭目低头再转向北远眺。
尽可能做到每日清晨大便一次，养

成习惯。大便时，最好回忆前些天
最高兴、最愉快的事情，或想着今
天和未来最美好的事情。这种精神
和情绪的变化，有助于肠蠕动，能
使大便通畅、排除彻底。
    长期坚持做好“清晨三件事”
的好处在于：活动了关节，排除了
废气，增强了肺活量，锻炼和保护
了视力，改善了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从而加强身体各器官的协调作用，
达到健身的目的。平度

起床先做 3 件事

     逆反心理
     有些人总爱与别人抬杠，以说
明自己标新立异，对任何一件事情，
不管是非曲直，你说好，我就认为坏 ;
你说对，我就说它错，使别人对自
己产生反感。

    猜疑心理
    有些人在社交中或是托朋友办
事，往往爱用不信任的目光审视对
方，无端猜疑，捕风捉影，说三道四，
如有些人托朋友办事，却又向其他
人打听朋友办事时说了些什么。

    自卑心理
    有些人容易产生自卑感，甚至
自己瞧不起自己，缺乏自信，办事
无胆量，畏首畏尾，随声附和，没
有自己的主见。这种心理如不克服，
会磨损人的独特个性。

    作戏心理
    有的人把交朋友当作逢场作戏，

朝秦暮楚，见异思迁，处处应付，
爱吹牛，爱说漂亮话，与某人见过
一面，就会说与某人交往有多深。
这种人与人交往只是做表面文章，
因而没有感情深厚的朋友。

    怯懦心理
    主要见于涉世不深、阅历较浅、
性格内向、不善言词的人，由于怯懦，
在社交中即使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却不敢表达出
来。这种心理别人也能观察出来，
结果对自己产生看法，不愿成为好
朋友。

    冷漠心理
    有些人对各种事情只要与己无
关，就冷漠看待，不闻不问，或者
错误地认为言语尖刻、态度孤傲、
高视阔步，就是“人格”，致使别人
不敢接近自己，从而失去一些朋友。
                    即墨

让你情绪亚健康的病态心理

千万别在电脑旁放吃的

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
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月 18 日 13 时 59 分，神舟
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
预定区域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
务的航天员景海鹏、陈冬身体状
态良好，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
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
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指挥中心观看飞船返回实
况并宣读了贺电。
    神舟十一号飞船于 10 月 17
日 7 时 30 分，从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期间，与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了一次
自动交会对接，2 名航天员在天宫
二号与神舟十一号组合体内开展
了为期 30 天的驻留，创造了中国
航天员太空驻留时间的新纪录，
完成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
术试验。

    上图：神舟十一号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
舱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左图：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在天宫二号
中开展各种科研项目试验。

　　生活中，人们常常嚷嚷颈椎疼，却很少
拿它当回事，也不刻意保护颈椎。专家指出，
“万病之源，起于颈椎”，如果保护不好颈椎，
整个身体都会生病。

    颈椎不好疾病多

　　专家指出，颈椎作用大，却容易出问题。
因为活动频率高、负重大，颈椎极易发生退
行性病变。
　　骨科上一般认为，颈椎病分五种类型，
包括颈型、神经根型、脊髓型、交感型、椎
动脉型。其中最常见的是神经根型，约占颈
椎病的 60%—70%。这类患者常出现手臂到手
指的麻木、疼痛或肢体皮肤感觉减退。
　　颈型颈椎病较轻，病人常感觉颈肩僵硬、
疼痛、活动受限、肩背部沉重、手臂无力等。
　　交感神经型常表现为头痛、头沉、头昏，
枕部或颈后痛，视物模糊、眼窝胀痛、眼睛
干涩，心跳加快等。
　　椎动脉型主要表现为眩晕，患者常在转
头或低头、抬头时突然眩晕甚至摔倒。
　　脊髓型是颈椎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可有
颈肩、下肢僵硬，胸腹和四肢紧束，不听指
挥等症状，严重的会导致四肢瘫痪。
　　专家提醒，还有些疾病看似与颈椎关系
不大，实际可能是颈椎所引起。例如由于颈
交感神经受到刺激或损伤，损伤胃黏膜，引
起颈椎性胃炎；因为颈椎神经根受到损害，
或心脏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出现心绞痛。
　　此外，还可能引起视力模糊等。在做出
诊断之前，这些疾病要明确排除脏器本身病
变后，才考虑可能与颈椎有关。

　　颈椎的三大功能

　　专家介绍，颈椎位于头部、胸部与上肢
之间，大家可以用手在脖子后上方摸到一个
很大的凸起，从这里向上 1 节，向下 6 节，
都属于颈椎。
　　颈椎包括 7 块颈椎骨，6 个椎间盘和所
属的韧带，是脊柱椎骨中体积最小，但灵活
性最大、活动频率最高的节段。

　　颈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向上支撑
头颅，向下连接后背腰腹。专家表示，颈椎
的功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支架作用。其中，
第一颈椎与头颅的枕骨相 连接，与下面几节
一起支撑着头部和后背。二是保护脊髓神经、
血管。颈椎椎体相互连接，之间构成的神经、
椎动脉血管和脊髓的通道。三是运动杠杆作
用。颈椎最 上面两节，是颈部活动的枢纽，
帮助颈部屈伸和旋转，完成点头、仰头、左
右转头的动作。
　　从中医角度看，颈椎也是人体十分关键
的部位之一。颈椎位于人体督脉的位置。督
脉又称阳脉之海，是奇经八脉之一，它起自
会阴部，循背部脊柱正中线 向上，经过后颈
部，越过头顶部，止于颜面部。它在循行过
程中与脊髓、脑和诸阳经相连，是阳经经脉
的总纲。颈椎不好，脉络就可能出问题。

　　乱捏乱揉加重病情

　　生活中人们如果感到颈椎不舒服，一般
会让家人帮忙“捶捶后背，揉揉肩”。一些较
为严重的患者可能会找人按摩、推拿。但专
家提醒，颈椎病类型不一样，治疗方法也各
不相同。随意按摩、捶打、牵引，不但治不好病，
还可能对颈椎造成更大伤害，严重者甚至会
导致瘫痪。
　　专家提醒：出现颈椎病症状后，应先到
医院检查、确诊，然后再根据医生建议合理
治疗。
　　专家建议：按压两个穴位也可以缓解颈
椎疼。一个是风池穴，位于后颈部，后头骨
下两条大筋外缘凹陷中，与耳垂齐平。低头
伏案后按揉 5分钟，可以改善脑部血液循环，
消除头晕、头闷等症状。
　　另一个是肩井穴，在乳头正上方与肩线
的交接处，用食指和中指并拢按揉，可放松
颈椎。
　　“飞燕点水”法：俯卧床上，两臂平放身
体两侧，双腿伸直，头和上下肢同时用力向
上挺起，上下肢伸直，然后放松，每次 5 至
10 下。    胶州

颈椎是百病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