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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生活

一、给孩子随性玩耍的时间，
不要把生活安排得太有
美国儿童教育学者汤姆斯、阿姆斯壮指出，自由玩耍
比有计划性的活动，对学龄前的孩子来说更为健康有益。
父母要避免将孩子的时间塞满各种活动。所有的孩子都
需要有一些无所事事，
随性玩耍的时间。
二、
养成喜欢助人的习惯
快乐的孩子需要能感受到自己与别人有某些有意义
的连结，了解到他对别人的意义。要发展这种感觉，可以
帮助孩子多与他人接触。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整理一些旧
玩具，和他一起捐给慈善团体，帮助无家可归的孩子。也
可以鼓励孩子在学校参与一些义工活动。专家指出，即使
在很小的年龄，
都能从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获得快乐。
三、
鼓励他多运动
陪你的孩子玩球、骑脚踏车、游泳……多运动不但可
以锻炼孩子的体能，也会让他变得更开朗。保持动态生活
可以适度缓解孩子的压力与情绪，并且让孩子喜欢自己，
拥有较正面的身体形象，
并从运动中发现乐趣与成就感。
四、
笑口常开
常和孩子说说笑话、一起编些好笑的歌，和你的孩子
一起开怀大笑，对你和孩子都有益处。光是大笑，就是很
好的运动。
五、
有创意的赞美
当孩子表现很好时，不要只是说:"很好"。赞美要具体
一些，说出细节，指出有哪些地方让人印象深刻，或是比上
次表现更好，例如，"你今天主动跟警卫伯伯说早安，真的
很有礼貌"。不过，赞美时也要注意，不要养成孩子错误的
期待。有些父母会用礼物或金钱奖赏孩子，让孩子把重点

都放在可以获得哪些报酬上，而不是良好的行为上。父
母应该让孩子自己发现，完成一件事情所带来的满足与
成就感，
而不是用物质报酬来奖赏他。
六、
确保孩子吃得健康
健康的饮食，不仅让孩子身体健康，也能让孩子的情
绪较稳定。不论是正餐或点心，尽量遵循健康原则，例如:
低脂、低糖、新鲜、均衡的饮食。
七、
激发他内在的艺术天份
虽然科学家已证实没有所谓的"莫札特效应"，
但是多
让孩子接触音乐、美术、舞蹈等活动，依然可以丰富孩子
的内心世界。专家发现，当孩子随音乐舞动、或是拿着画
笔鸦，其实都是孩子在抒发他内在世界、表达情感的方
法。孩子喜欢画画、跳舞或弹奏音乐，也会对自己感到比
较满意。
八、
常常拥抱
轻轻一个拥抱，传达的是无限的关怀，是无声的'我爱
你'。研究发现温柔的抚触拥抱，可以让早产儿变得较健
康、较活泼，情绪也较稳定。对于大人而言，拥抱也能让
人减轻压力，
抚平不安的情绪。
九、
用心聆听
没有什么比用心聆听更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关心。想
要当个更好的倾听者吗?不要只用一只耳朵听，当孩子对
你说话时，尽量停下你手边正在做的事情，专心听他讲
话。要耐心听孩子说完话，不要中途打断、急着帮他表达
或是要他快快把话说完，即使他所说的内容你已经听过
许多遍了。陪孩子去上学途中或哄孩子上床睡觉时，是
最佳的倾听时刻。
十、
放弃完美主义

我们都期望孩子展现出他最好的一面，可是有时候太
过急切纠正或改善他们的表现。例如:嫌弃他们没把桌子
擦干净，干脆自己再擦一遍;或是纠正他们一定要把东西摆
到一定位置。事事要求完美，会减弱孩子的自信心与不怕
犯错的勇气。
下次当你忍不住想要参一脚，急着帮孩子把事情做的
更好时，不妨先想想看:'这件事跟健康或安全有关吗?''想像
10 年之后，这件事还有这么严重吗?'如果**是 No，那么就
放手让孩子去做吧。
十一、
教导他解决问题
从学会系鞋带到自己过马路，每一步都是孩子迈向更
独立的里程碑。当孩子发现他有能力解决面对的问题，就
能带给他们快乐与成就感。当他遇到阻碍时，例如:被玩伴
嘲笑或是无法拼好一块拼图时，
你可有几个步骤来帮助他:
(1)确认他的问题。
(2)让他描述他的解决方式。
(3)找出解决问题的步骤。
(4)决定让他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或提供一些帮助。
(5)确定他能获得需要的协助。
十二、
给他表演的舞台
每个孩子都有特有的天赋，何不给他们机会表现一下?
如果他们喜欢说故事，鼓励他多说故事给你听。如果他对
数字很擅长，带著他去逛街，让他帮你挑选价格便宜的东
西。当你能欣赏孩子的才能，
并表现出你的热情时，
孩子自
然会更有自信心。我们身边的孩子所需要的，不只是衣食
无虑的生活环境而已，他们需要大人陪伴他去'经历'它的成
长过程。句话说:'要知道孩子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得先
蹲下来，
由孩子的位置和高度去看世界。

对家中这些植物说“ 不”
花草不仅让居室更有活力，还是应对雾霾等空气污染
的好帮手。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花草都适合摆在室内。
太香的花不要养。夜来香在夜间会释放大量香气，这
种浓厚的香气对人体健康不利，
长期摆在室内会引发头昏、
咳嗽，甚至气喘、烦闷、失眠等问题;郁金香含有毒碱，人和
动物在这种香气中呆上 2~3 小时，就会头昏脑涨，出现中毒
症状，严重者还会毛发脱落;松柏类植物会分泌脂类物质，
散发出较浓的松香味，
对人体的肠胃有刺激作用，
闻久了不
仅影响食欲，还会使孕妇感到心烦意乱、恶心呕吐、头晕目
眩;此外，牡丹、玫瑰、水仙、百合、兰花等名花也芳香袭人，
但人们长时间处于这种强烈香味的环境中，会感到胸闷不
适、呼吸不畅，
还可能失眠。

当心过敏。一品红茎叶里的白色汁液会刺激皮肤，
引起过敏反应，如误食茎、叶还有中毒死亡的危险;一串
红花粉多，
会使过敏体质的人，
特别是哮喘病或呼吸道过
敏患者病情加重;玉丁香、五色梅、洋绣球、天竺葵、紫荆
花等均有致敏性，
有时碰触它们也会引起皮肤过敏反应，
出现红疹，
奇痒难忍。
别把“毒花”带回家。许多大家喜爱的花都是带毒
的，只轻轻触碰就可能会引起不适，尤其是有小孩的家
庭，尽量不要养。比如黄色、白色杜鹃花含有毒素，误食
会中毒，导致呕吐、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等，严重的会休
克;含羞草中的含羞草碱，如果接触过多，会引起眉毛稀
疏、头发变黄甚至脱落;虞美人含有毒生物碱，尤其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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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最大，
如果误食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中毒，
甚至有生命
危险;万年青含有一种有毒的酶，如果触及其茎、叶的汁液，
会引起皮肤奇痒、发炎，若被孩子抓玩或误咬，会因刺激口
腔黏膜而引起咽喉水肿，甚至使声带麻痹失音;夹竹桃的
茎、叶乃至花朵都有毒，其气味还会使人昏昏欲睡，智力下
降。
家有老人孩子避免带刺的花。仙人掌虽然净化空气效
果不错，
但其表面密布的刺会不经意伤害到人，
若家中有行
动不便的老人或是不懂事的孩子，
最好不要养。此外，
刺梅
等也有锋利的刺，
茎叶含有毒素，
也不要养。
家里可以养一些薄荷、柠檬草、吊兰、富贵竹、虎尾兰等
植物，
其挥发性物质不但没有危害，
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

健康早餐什么样？目前，营养专家一致认为至少要包含 3 类食
物：一是淀粉类主食，比如面包、杂粮粥等;二是蛋白质类食物，
如奶类、蛋类、豆制品等;三是水果和蔬菜。上海华东医院主任营
养医师陈霞飞告诉 《生命时报》 记者，除了杂粮粥和面包，早餐也
可以吃点薯类代替一部分主食。
类家族的成员包括马铃薯、甘薯(包括白薯、红薯、紫薯)、土
薯(包括山药和芋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中建议，每天摄
入薯类 50~100 克。早餐时吃薯类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补充维
生素 C。人们早餐往往果蔬摄入不足，导致维生素 C 缺乏，而马铃
薯、红薯等薯类维生素 C 含量远远高于其他主食，甚至高于大多数
的根茎、鲜豆和茄果类蔬菜。第二，增强饱腹感。薯类膳食纤维含
量丰富，在促进肠道健康的同时，还能提供更持久的饱腹感，让你
不至于还没到中午就已经饥肠辘辘。第三，有助控制体重。薯类脂
肪含量低、水分高。吃到同样饱感的情况下，摄入的能量更少。用
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减少能量摄入，有助控制体重。
早餐吃薯类，可以选择下面几种方式。1. 蒸着吃。把薯类洗
净，切成块，直接蒸熟即可。这种做法省时省事，带着食物的原
香。2. 煮成粥。红薯、山药这种带有甜味的薯类非常适合和粮食一
起煮粥食用，甜甜的薯配上暖暖的粥，尤其适合老人和小朋友。3.
压成泥。马铃薯蒸熟后压成泥，拌上牛奶再撒点椒盐，就变成了美
味的土豆泥。红薯泥可以和面糊一起做成软饼，或是直接淋上酸奶
食用。
薯类虽好，也不宜一次吃太多，更不能完全代替主食。另外，
薯类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肠道胀气等不适。
胃酸分泌过多的人或胃溃疡的人在吃薯时最好搭配少许咸菜，减少
烧心等症状。

西瓜皮和枣可一起煎汤喝
每天代茶饮能消暑健脾
西瓜是人们在夏天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著名中医养生专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郝近大表示，
西瓜皮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
西瓜皮可以直接泡水代茶饮。人们还可以将西瓜皮外面那层薄
薄的绿边切下来，洗净后切碎，水煮 15 分钟左右，去渣取汁，加
入适量白糖，凉后代茶饮，有清热解毒、祛暑降温的功效。将新鲜
的西瓜皮 100 克和剖开的 10 枚大枣一起煎汤喝，每天代茶饮，能消
暑健脾。单纯性的肥胖症、高血压病、慢性前列腺炎、高脂血症患
者也可以通过西瓜皮来治疗。准备西瓜皮、赤小豆和白茅根各 50
克，首先将西瓜皮和白茅根切碎，并将赤小豆用清水淘洗干净，然
后将赤小豆倒入清水中，用大火煎煮，再用小火煮一个半小时，将
西瓜皮和白茅根放入锅中，煎煮 15 分钟。
西瓜皮中间那一层红白相间的地方叫做“西瓜翠衣”。准备
“西瓜翠衣”500 克，鲜荷叶 4 张，将西瓜翠衣洗净，切成小块，荷
叶也撕成小块，将以上两者同时入锅，煮沸 10 分钟，取汁加白糖
代茶饮，可治疗小儿夏季发热、口渴、小便黄等症状。

水是生命之源，
我们每天都需要喝水，
而且我们经常鼓
励大家多喝水，因为多喝水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并不是
喝什么水都有利健康，
有的水喝了可能反而会带来疾病。
没烧开的水
专家指出，饮用未煮沸的水，患膀胱癌、直肠癌的可能
性增加 21%-38%。当水温达到 100℃，这两种有害物质会
随蒸气蒸发而大大减少，
如继续沸腾 3 分钟，
则饮用安全。
重新烧开的水
有人习惯把热水瓶中的剩余温开水重新烧开再饮，目
的是节水、节煤（气）、节时，但这种“节约”不足取。因为水
烧了又烧，
使水分再次蒸发，
亚硝酸盐会升高，
常喝这种水，
亚硝酸盐会在体内积聚，
引起中毒。
千滚水
千滚水就是在炉上沸腾了一夜或很长时间的水，还有
电热水器中反复煮沸的水。这种水因煮过久，水中不挥发

性物质，
如钙、镁等重金属成分和亚硝酸盐含量很高。久饮
这种水，
会干扰人的胃肠功能，
出现暂时腹泻、腹胀；
有毒的
亚硝酸盐还会造成机体缺氧，严重者会昏迷惊厥，甚至死
亡。
蒸锅水
蒸锅水就是蒸馒头等剩锅水，多次反复使用的蒸锅水
亚硝酸盐浓度很高。常饮这种水，
或用这种水熬稀饭，
会引
起亚硝酸盐中毒；水垢经常随水进入人体，还会引起消化、
神经、泌尿和造血系统病变，
甚至引起早衰、癌症。
老化水
老化水是指长时间贮存不动的水。常饮用这种水，对
未成年人会使细胞新陈代谢明显减慢，影响身体发育;中老
年人则会加速衰；许多老地方食道癌、胃癌发病率日益增
高，可能与长期饮用老化水有关。老化水中的有毒物质也
随着水贮存时间增加而增加。

担心寄生虫 这样做才能放心吃鱼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段视频，标题叫做《恐怖，鱼身上长
满寄生虫》。视频中男子用剪刀破开一条鱼的鳞片，
然后挑
出一条很长的线状物体，接连几处都是如此。正如视频中
另一位男子所言，
那些寄生虫让人“头皮发麻”，
再也没有吃
鱼的欲望。
从视频中，
无法看出这条鱼从哪儿来，
也没法分辨那些
线状物体到底是不是寄生虫。不过，
水中出现寄生虫，
是非
常普遍的现象。

野生鱼携带寄生虫，
非常普遍
许多人推崇“野生鱼”，
认为它们安全又美味，
其实这是
个误区。
野生鱼水域既是鱼的家园，
也是其他生物，
比如寄生虫
的家园。寄生虫与宿主的共生，本来就是自然演化的结
果。所以野生水产普遍存在寄生虫。寄生虫不会危害鱼的
生命，
但可能影响鱼的生长。
能够在鱼的身上或者体内栖身的寄生虫很多，有很多
是肉眼看不见的，人们也就“眼不见为净”，觉得这些鱼是
“干净”
的。视频中的那种寄生虫体形很长、肉眼可见，
可能
是某种线虫。
与野生水产相比，养殖水产被寄生虫感染的可能性就
要小得多。因为养殖者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杀灭寄生虫和致
病细菌。
另外，淡水水域中更适合寄生虫的生长(淡水鱼肝吸虫
感染相当普遍)。因为海水的高渗透压，对寄生虫的生存造
成了巨大的压力，
不过依然有顽强的寄生虫可以感染海鱼，
比如异尖线虫就经常在海鱼中被发现。

高温和低温均可杀死寄生虫
寄生虫虽普遍，但不难杀灭。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加
热。寄生虫极不耐热，美国 FDA 的建议是加热到 60℃就可
以有效杀死它们。在涮火锅的时候，
只要鱼片变成了白色，
也就不用担心寄生虫了。
寄生虫也怕冻。美国 FDA 提供了三种操作方式：一是
在 -20℃以下的环境中冻 7 天;二是在-35℃的环境中冻
硬然后接着冻 15 个小时;三是在-35℃的环境中冻硬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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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以下的环境中再冻 24 小时。
欧盟的要求则是：冻到鱼的每一个部分都到-20℃以
下，继续 24 小时。经过这样冷冻处理的鱼，才可以放心地
生吃。

鱼生搭配的蘸料并不能杀死寄生虫
不过，要小心一些并不靠谱的杀死寄生虫的方法。许
多人喜欢吃“鲜活”的鱼以及其他水产品，他们认为吃鱼生
时的蘸料可以杀死寄生虫。
在吃鱼生时，
通常用的蘸料有酱油、醋、酒、芥末中的一
种或者几种。酱油中的盐和醋中的酸对于寄生虫有一定的
杀伤力，但是能力有限，要完成“杀死”的任务还是不行的。
酒和芥末的杀伤力要强一些，但除非把鱼生泡在其中几十
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
否则寄生虫还是能够熬过去的。
所以，
不管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
只要生吃都会有吃下
寄生虫的可能。不管用什么调料来蘸，都不足以保障安
全。从安全的角度出发，
彻底烹饪，
是保障安全最简单高效
的方法。另外那些经过规范冷冻处理的海产品，也可以放
心生吃。

水产品可能受到其他的污染
此外，我们应该提防水产品的另一种安全风险——污
染物。污染物可分为有机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有机污染主
要来自于人类活动释放的污染物，而重金属污染除了人类
的排放，
还跟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
在没有工业污
染的水域中，
同样可能存在较高的重金属含量。
很多人担心养殖水产中含有激素。需要指出的是，水
产养殖中禁用激素，使用激素也不见得能帮助鱼们长得更
好。当然，
也不排除有的养殖者因为轻信谣言，
违法使用某
些激素。但这毕竟不会是常规，
并不值得纠结。
养殖中一般会用到抗生素以及一些消毒用品。按照规
范使用这些“化学用品”，
残留很少，
对于健康的影响可以忽
略。现实中确实有养殖户可能会超过“合理量”使用，但这
种“可能有人违规”
的现象在任何农畜渔行业中都存在。这
种现象需要通过教育和监管来改善，但大家也没必要因噎
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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