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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钟警  钟
    现如今，杂粮逐渐成为了很多
人餐桌上常见的食物之一，杂粮不
仅可以养生而且还能够减肥。并且，
杂粮的种类有很多，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求来选择。
　　五种杂粮能减肥
　　黑豆：黑豆当中含有的营养物
质可以阻止脂肪酸化，能够防止发
胖，黑豆含有纤维素、皂甙、花青素、
大豆蛋白质等成分，其中的皂甙可
以阻止脂肪酸化，防止发胖。
　　花生：花生的热量比较高，里
面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消耗更
多的热量，有利于减肥，花生是低
钠食物，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增加热量的消耗，它还含有多种纤
维素，可以清除肠道内的废物，阻

止脂肪堆积。
　　豌豆：想要减肥的话，我们也
可以适当额吃一些豌豆，有利于我
们减肥，豌豆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加快肠道蠕动，改善便秘，还
含有止杈酸、赤霉素和植物凝素，
这些都可以增强新陈代谢，加快脂
肪燃烧。
　　玉米：玉米会让人产生很强的
饱腹感，减少我们的进食量，有利
于减肥，玉米是粗纤维食物，食用
之后会很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而
且它的营养丰富，热量很低，这对
减肥来说大有帮助。
　　黑米：黑米当中含有的微量元
素比较多，适当的吃一些不仅可以
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有利于减肥，

黑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碳水化合
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热量很低，
营养健康，是减肥者必吃的一种食
物。
　　杂粮吃过量的危害
　　影响消化：粗粮吃得过多，影
响消化，因为粗粮里面含有较多的
纤维素成分，过多食用粗粮会导致
上腹胀，影响食欲，严重的还会导
致肠道阻塞、脱水等症状。所以吃
粗粮时要注意多喝水，粗粮中的膳
食纤维需要有充足的水分做后盾，
才能保障肠道的正常工作。人如果
多吃了一倍的膳食纤维，大概就要
多补充一倍的水。
　　造成反酸：粗粮食用过多，会
明显延缓胃排空，引起胃反酸，各

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发生反酸的症状。
过多的粗粮进入到胃里面，可能导
致食物积存。当胃里有食物积存的
时候，这些食物就会裹着胃里的胃
酸，反到食管里，造成反酸，对食
管黏膜产生损害。
　　干扰药物吸收：过多的膳食纤
维还具有干扰药物吸收的作用，它
可能降低某些降血脂药和抗精神病
药的药效。
　　导致营养不良：长期过量食用
粗粮，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无机
盐以及一些微量元素的吸收，使人
体缺乏许多基本的营养元素，导致
营养不良。
    因此，吃杂粮减肥一定要科学
适量才有效。         黄岛

五种杂粮排毒减肥 过量吃会影响消化

       春季养生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
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
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
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春季是自然界阳气升发的季节，
也是多风的季节，五脏之中肝与春季
相应，春季养生关键要抓住三条：
　　一是要重视调畅情志；中医认为
肝主疏泄，喜调达，恶抑郁，情志不
畅有两种倾向，首先阳气升发太过，
春天肝气生发，但素体肝阴虚，肝火
旺的人容易升发太过，肝在情绪主怒，
所以很多女性会在春季出现火气渐
长，爆发指数增加，应注意调控情绪；

其次注意升发不及，出现情志抑郁，
有些地方清明时间阴雨连绵，路上行
人欲断魂，很容易出现女子怀春（伤
春）的情况，这是肝气抑郁，阳气升
发不足的表现，还是要条畅情志，多
想开心的事，“生而勿杀，予而勿夺，
赏而勿罚”，与朋友畅谈美好前景，
要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积极向上。
多听笑话，多看喜剧，保持情绪良好，
所以调畅情志在春季尤为重要。
　　二是要早起锻炼身体，春季一定
要早起，不能赖床偷懒，而且要活动，
运动时要穿宽松的衣服，动作要舒展，
象八段锦、扩胸运动等。中医认为动
则生阳，活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
升发，情绪自然容易条畅。
　　三是要防风邪侵袭人体，春季气

候多变，乍暖乍寒，又多风邪，是风
湿类疾病，关节疼痛疾病的多发季节，
所以要适时增减衣物，预防风邪侵袭。

       常见问题：
　　1、据说有一些穴位按摩的手法
可以达到养肝的目的，具体该怎么做
呢？
　　可以按揉太冲穴，擦两胁，敲胆
经。太冲（足大趾和二趾跖骨结合部
前方凹陷处），推揉期门（乳头直下
第六肋间隙）说到中医养生，
　　2、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药膳。
春季有什么防病的药膳可以推荐呢？
　　春天我们在饮食上宜清淡，多吃
含汁液多的食物，如莲藕、菱角、茭白、
百合、山药等，多吃芽类食物如豆芽、

香椿芽、花椒芽，少吃辛辣、油炸，
容易上火的食物。
　　推荐药膳如：茵陈菠菜豆腐皮凉
拌，或做馅蒸包子，可以清肝胆湿热，
通利肠胃，口苦口干便秘者食用。
　　西芹百合杏仁，有清肺养阴，润
燥止咳的作用。
　　3、春天我们还需要防花粉过敏，
过敏的人很多，怎么防呢？
　　过敏有轻重程度的不同，与人的
体质有关，与环境密切相关，调理体
质、调节免疫功能，针灸有较好的作
用，针刺或艾灸风池、上星、印堂、
合谷、曲池、足三里、三阴交。中药
成药有玉屏风散，过敏煎：防风、银
柴胡、乌梅各 10 克，五味子、生甘
草 6 克。艾灸足三里、肺俞。

　　4、春天万物复苏，还需要防旧
病复发，这个怎么防呢？
　　象银屑病、牛皮癣等要少吃发物，
香椿、香菜，牛羊肉、鱼虾蟹等海产品。
还有春季多风，也是关节炎好发季节，
要风寒，防感冒，受凉风后，及时用
艾条灸风池、合谷，手指按压也有一
定效果。
　　5、一到春天这个季节就特别容
易犯困 , 请问大夫有没有缓解春困的
小方法？
　　按时作息，保证适度睡眠；二要
饮食清淡，不过食肥甘厚味，并减少
饮食，春困与脾虚湿盛有关，要健脾
利湿，多运动。三是用香料提神醒脑，
用风油精、清凉油等涂抹太阳穴。
                                               莱西

春季养生抓住三个关键点

        中国已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
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意味着，
老年人将成为当代社会一个重要
群体。在不少人眼中，老龄化就
是沉重的负担，甚至一些老年人
也认为自己正在成为社会的包袱，
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个与
之相关的健康话题就摆在了人们
面前，这就是老年心理教育。
        老年心理教育是针对老年人
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身体状
况发生的变化，对老年人群进行
生活指导、健康宣传和心理疏导，
使他们能消除身心健康的障碍。
        老年心理障碍有多种表现，
首先是孤独感，特别是离退休人
员，常常会有茫然、失落和无用感。
现在的老人大多经历生活的磨难，
对住房、物价等问题都看得比较
重，这些都会使他们产生不安全
感，老伴或亲友的去世会为他们
本已孤寂的心灵再添阴影，这些
悲观的情绪又导致机体免疫力的
下降，肉体上病痛加速老化，形
成恶性循环，许多老人都患有不
同程度的忧郁症。
        心理失衡造成的精神障碍多
表现在那些曾有过较高社会地位
或荣誉的人身上，地位的落差使
人生出现转折，而又没有良好的
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严重者会
精神错乱。曾有一位老人，离休
前身居要职，当组织上决定他退
居二线而他的一个要求又未被批
准时，他便四处告状，总怀疑背
后有人捣鬼，后来发展到对什么
人都不相信。
        难以适应环境改变是老人们
常会遇到的问题。有一位年近花
甲的女服装设计师，在结束了一
场 20 多年不幸的婚姻后，终于与
一位老干部相爱结合。但搬到新
家不到一年，这位一向乐观开朗
的设计师开始变得异常烦躁，她
承认再婚给她带来了从未体验过
的幸福，但洁癖使她看哪哪脏，
吃不下睡不好，整天如丢魂一般，
开始后悔再婚，最后寻死觅活，
终于离了婚。离婚后她又开始后
悔，如同少年少女思念恋人一般
想念那位老干部，幸亏经心理治
疗才得以痊愈。
        无论社会和家庭，都有义务
和责任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如果
能在退休前请专家学者对他们进
行一些心理卫生教育，则是件非
常有意义的事。家庭成员也要为
老人创造一个和谐愉快的生活氛
围，多与老人交谈，不要过于干
涉老人的某些特殊偏好。最重要
的还是老年人自身要有心理准备，
比如养成良好的生活起居习惯，
可以调节身心，发挥余热，可以
充实生活内容；读书可以修身养
性等等，对近期远期生活做一些
安排，并多与年轻人交流，思想
意识中仍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分
子，这样就会渐渐去除无助感、
无用感，使自己全身心地融入生
活之中。                           市南

老年人的
心理教育

　　体质寒湿的人不宜用蜂蜜
    从中医角度讲，蜂蜜性平味甘，
有补益脾胃、润肠通便的作用，能
缓解口干、鼻干、皮肤干燥及大便
干结等问题，还有安神的功效。蜂
蜜还能滋阴润燥，适合阴虚火旺的
病人。如因鼻敏感而有鼻干、红肿
症状的人，可通过服蜂蜜来改善。
但体质寒湿的人，或身体常出现水

肿的人，食用蜂蜜反而会加重湿气，
弊大于利。所以在食用蜂蜜前，应
考虑个人体质。
    此外，选蜂蜜，也要视个人体
质而定。不同蜂蜜来自不同的植物，
枸杞、龙眼、党参、山楂蜜等偏温性，
有补益的作用；银杏、黄连、枇杷、
菊花蜜、冬蜜、百花蜜等偏凉性，
有清热的功效。

　  食用蜂蜜注意这 4个禁忌
　　一、不要用蜂蜜喂养一周岁以
下的婴儿
    一些年轻的父母喜欢在宝宝饮
用的牛奶中添加蜂蜜。但是，国外
的科学家发现，一周岁以下的婴儿
食用蜂蜜及花粉类制品，可能因肉
毒杆菌污染，引起宝宝食物中毒。
    这是因为，土壤和灰尘中往往

含有被称为“肉毒杆菌”的细菌，
蜜蜂在采取花粉酿蜜的过程中，有
可能会把被污染的花粉和蜜带回蜂
箱。微量的毒素就会使婴儿中毒，
严重者先出现持续1至3周的便秘，
而后出现弛缓性麻痹、婴儿哭泣声
微弱、吮乳无力、呼吸困难。而成
人却不会因此中毒。这是因为肉毒
毒素是在肉毒杆毒的繁殖过程中产
生的，成人抵抗力强，可抑制肉毒
杆菌的繁殖，婴儿由于肠道微生物
生态等平衡不够稳定，抗病能力差，
致使食入的肉毒杆菌容易在肠道中
繁殖，并产生毒素从而引起中毒。
　  二、不可以用开水冲或高温蒸
煮蜂蜜
    因为不合理的加热，会使蜂蜜
中的营养物质严重破坏，蜂蜜中的
酶失活，颜色变深，香味挥发，滋
味改变，食之有不愉快的酸味。高
温使蜂蜜特有的香味和滋味受到破
坏而挥发，抑菌作用下降，营养物
质被破坏，因此，蜂蜜最好使用
60℃以下的温开水或凉开水稀释后
食用，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用冷
开水冲蜂蜜饮食，能消暑解热，是
很好的清凉保健饮料。
　　三、不宜与韭菜同食
    韭菜含维生素 C 丰富，容易被
蜂蜜中的矿物质铜、铁等离子氧化
而失去作用。另外，蜂蜜可通便，
韭菜富含纤维素而导泻，容易引起
腹泻。
　　四、糖尿病人不能服用蜂蜜
    每百克蜂蜜碳水化合物中葡萄
糖约为 35 克，果糖 40 克左右，蔗
糖约 2 克，糊精约 1 克。葡萄糖和
果糖均为单糖，进入肠道后无需消
化可直接被吸收入血，使血糖升高，
蔗糖和糊精略经水解后即可被吸收，
因此，蜂蜜的升血糖作用特别明显。
从这一点来看，糖尿病人是不能服
用蜂蜜的。

蜂蜜虽好 体质寒湿的人却不宜用

        体质寒湿的人，或身体常出现水肿的人，食用蜂蜜反而会加重湿
气，弊大于利。所以在食用蜂蜜前，应考虑个人体质。“ ”

您可能看见过一个叫神韵的艺术团海
报或其他广告。这个艺术团组建于纽约市，
表演的是传统中国艺术：音乐和舞蹈。该
艺术团声称它上演的中国五千年的传统艺
术。神韵网站将“神韵”一词译作“神灵
舞蹈之美”，其演出令人心潮起伏，并强调
观众可以欣赏到神韵艺术团一些杰出音乐
师和舞者所展示的高超技艺。 

不过，这个艺术团还有另一面，即该
艺术团是由多年前就被中国取缔的法轮功
邪教在 2006 年组建的。神韵属于法轮功的
外围组织，它替该组织和其在中国的颠覆
活动筹措资金。神韵的总部位于纽约州奥
兰治县的卡德巴克维尔镇（Cuddeback-
ville）。 

那么，法轮功究竟是何方神圣？ 
法轮功是个邪教，它公开反对世俗的

中国政府。在法轮功看来，社会主义下的
世俗制违反了神的旨意。法轮功夹杂了许
多传统的中国信仰，如“法轮常转”。法轮
功的精神修炼由冥想（打坐）和气功操组成，

其教义核心是所谓的真善忍。法轮功大量
借鉴了道教传统，相信通过冥想（打坐）
和去除杂念可以上层次。 

上世纪 90 年代，一个名叫李洪志的男
子创建了法轮功。李洪志是法轮功的总头
目，他声称人类已经毁灭过 81 次，是他让
地球爆炸延后了 30 年。他还称人类已经堕
落，地球是宇宙的垃圾场，通过修炼法轮功，
让“法轮大法”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人
就不会生病不会遇到危险。李洪志甚至声
称犹太人所遭受的希特勒大屠杀，系天意
造成。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有超过 1 千
名该邪教的修炼者自焚或自杀，30 多名人
因修炼法轮功精神错乱而死亡。法轮功声
称它提供“真善忍”，而实际上这个邪教根
本不容忍反对观点，并多次组织其修炼者
围攻质疑其错误观点的普通中国民众、媒
体和政府机构。 

李洪志创建法轮功时，自称是气功大
师，通过为他人发功（能量，即气功）治
病来敛财，结果造成一些病人延误治病而

死亡。因此，李洪志不得不另找歪招（来
行骗）。 

鉴于法轮功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信仰，
中国取缔了它。1999 年 4 月，形势发生严
峻变化，当时有 1 万多名法轮功信徒到北
京抗议政府，要求政府认定法轮功是合法
组织，并且不得干涉（法轮功的）靠信仰
治病的自由。法轮功行动得到的结果是，
1999 年 7 月 22 日，中国发起全国运动，铲
除了这个邪教。

神韵的行事方式与科学教（Scientolo-
gy，又名山达基教）类似，是一个为了自
己能掌权而不惜危害社会的无耻邪教。试
想一下，如果科学教信徒满世界诋毁美国
政府，说它是一个可怕的专治政权，理由
是 美 国 政 府 没 承 认 哈 伯 德（L. Ron 
Hubbard，科学教创始人，本是科幻小说家）
是上帝，没有把全社会交付科学教治理，
将会出现什么情形？这就是法轮功的危险
所在，而神韵就是一个替邪教活动敛钱的
组织。 

神韵艺术团是一个替邪教敛钱的组织
核心提示：2017 年 2 月 26 日，美国媒体活动人士詹

森 · 安如河（Jason Unruhe）在其个人网站（maoistrebel-
news.com）刊文，剖析了纽约神韵艺术团与法轮功邪教
的关系，并指出了法轮功和神韵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原文截图

让孩子们免受邪教侵害 青岛市反邪教法律宣传年正式启动

4 月 25 日上午，全市“反邪教法律
宣传年”活动启动仪式在青岛陵县路小学
举行。仪式上，我市首个青少年反邪教法
治教育基地揭牌成立。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要使
孩子们免受邪教的侵害，我们必须旗帜鲜
明地与各类邪教组织作斗争。”青岛陵县
路小学负责人表示，基地成立后，学校将
把反邪教法治教育工作与教育教学、家庭
教育等相结合，充分利用“小手拉大手”、
主题班会等形式，使广大学生认清邪教危
害，形成学校为主、社区配合、家庭合作
的教育社会化体系，筑牢抵制邪教的铜墙
铁壁。

据了解，“反邪教法律宣传年”活动
期间，我市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的宣传，深入揭批邪教践踏法律
的丑恶罪行、反动本质和骗人伎俩。同时，
深入开展反邪教宣传教育，突出反邪教阵
地建设，确保各区市今年新建一条反邪教
警示教育一条街（长廊），进一步提高市
民识别邪教、防范邪教和依法同邪教作斗
争的能力水平。

仪式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和全校师
生参观了反邪教知识宣传板。一个个触目
惊心的案例，发人深省。反邪教从小做起、
从我做起，树立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意
识。树立学科学，明是非，积极参加文体
活动，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倡导
者和模仿践行者的信念。

同时，青岛市法制教育中心派出授课
老师，专门组织部分师生代表进行防邪教

知识讲座。学校师生清醒的认识到，
要担当起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使
者，通过 “小手拉大手”活动，带
动家庭，由家庭影响社会，筑就一
面抵制邪教的铜墙铁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