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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人成才的家庭因素
以世界著名科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本杰明 .
布卢姆为首的研究班子，通过对 30 岁左右便取得突出
贡献的 100 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体育家长达 3
年的调查与分析，发现他们之所以成才，下面这几个
家庭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广大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参考借鉴。
如果父母经常参加体育、文艺、科技等活动，并
且把它们作为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
孩子也会自然而然地喜欢这些学科，就像学说话、学
走路一样，模仿并逐渐掌握这些学科。
父母对工作和学习保持的锲而不合，精益求精的
严肃态度，也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使他们从小养
成不屈不挠的性格。
父母在辅导孩子学习知识、技艺时，应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而且态度要亲切和蔼，方法要生动有趣。
当孩子有了进步时，要及时表扬鼓励，使孩子对学习
抱有信心。
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习惯。对孩子提出的问题
要做到有问必答。倘若提出的问题自己也不懂时，
可先查阅有关资料或请教别人，然后再给以解答；
也可以如实回答不知道，切忌随便敷衍应付，愚弄
孩子。
加强孩子的基础教育。根据孩子的爱好和特长，
引导他们在某一方面重点发展，为他们将来成为这一
领域成绩卓然的人打下基础。
在有条件的时候，应当安排孩子在名师的指导下
学习，这样可使孩子的成才之路更加顺利。
父母一旦发现孩子显露才能，就应引起高度重

五分钟快速自测
体内有无湿气

让孩子远离四类意外伤害

风油精的用途
被蚊子叮了，擦点风油精；晕车了，擦点风油精；中暑了，擦点风油精
……风油精可以说是“万能神药”了，你知道风油精到底有哪些用途吗？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风油精的几种用途。
清凉 风油精主要由薄荷脑、水杨酸甲酯、樟脑、桉油、丁香酚组成，
其中薄荷脑和桉油分别含有薄荷醇和桉油醇，这两种物质会激活和“凉”
有关的神经传递，
让你感到持久的凉爽。
提神 遥想当年高三，蓉儿就是靠着风油精这个神器度过了昏昏欲
睡的夏日！午休睡不醒脑门抹一点儿，
听课犯困了涂一点儿，
提神效果永
远在线。直到今天，
蓉儿家中也常备风油精，
犯困了，
只需一滴，
轻松赶走
瞌睡虫。
止痒 风油精涂在皮肤表层，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凉和辣。当皮肤出
现瘙痒、刺痛时，
将风油精少许擦抹在患处，
凉意会盖过痒感，
止痒效果尤
为明显。
止痛 风油精具有消炎、镇痛、清凉、止痒、驱风的作用。用于伤风感
冒引起的头痛、头晕，可清理头目，缓解疼痛症状。但是，头痛的原因很
多，
最好做个脑 CT，
对症治疗。
驱虫 风油精含有薄荷脑及樟脑，
这些较易挥发且有气味的物质，
恰恰是
蚊虫最讨厌的。所以，
在浴水中加两滴风油精，
不仅有清凉作用，
还有驱蚊之效。
在竹制家具或者竹席的蛀眼里滴风油精，
也可断绝虫患。
防感冒 将风油精适量涂擦在人中穴、太阳穴、印堂穴上，每天 1~2
次，可防感冒。另外，感冒初期，可盛一杯热水，滴几滴风油精，双手捂拢
杯口，用热气熏蒸口鼻部 10~15 分钟，可以起到通鼻消炎的作用，促进感
冒的痊愈。
防晕车 风油精有芳香祛浊，醒脑开窍的作用，出行时，事先涂抹一
些在太阳穴部位，可以防止晕车、晕船。如果晕车导致呕吐，可以把 2—4
滴风油精滴入凉开水中服用。
治烫伤 如手有轻度烫伤，
没有溃烂破皮，
将风油精直接滴在烫伤的
部位上，止痛效果明显，而且还不易发生感染，每隔 3-4 消失滴敷 1 次，好
了以后也不容易留疤。
治腹痛 腹部不适，将少量风油精滴在肚脐周围，涂抹，揉揉，每天
2-3 次，腹痛很快就会消失。这个方法对于夏天因受凉导致的寒性腹痛
效果尤其好。
治冻疮 风油精能够治疗冻疮，
但只适用于冻疮初期，
如果冻疮已经
出现溃烂就不宜用风油精了。冻疮初期，将患处洗净后用风油精涂擦患
处，手轻轻揉搓，直至局部发热，每日 3 次，连续 3 个星期，冻疮或能痊愈。
不过，
如有不良反应需看医，
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
降烟瘾 将少量风油精涂抹在香烟上，
抽烟时有薄荷般的清凉感，
且
能提神醒脑，降低抽烟的欲望。抽完后再抽未加风油精的香烟，会觉得
苦，
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烟瘾。不过也可能会让人迷恋上这种清爽的感觉，
增加抽烟频率。
去污 原来风油精自带去污功能。杯子上或其他餐具有了污渍，不
想用洗洁精清洗，那可在污渍上滴少许风油精，用干布搽抹，1-2 分钟后，
再用干净的棉花轻轻擦净即可。
去味 风油精的挥发性够好，
你抹一点儿，
周遭人都能闻得到。所以
有汗臭的人，在脑门擦少量风油精，就能盖住汗味啦。有脚臭的人，在洗
脚水中滴入风油精，也可改善脚气。摸完鱼的手，用洗手液清洗过后，再
在手心滴些风油精，
可以较好地清除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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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体体内有湿气，其实吃再多的补品
和药品都是很难吸收见效，所以要了解自己体
内有没有湿气是很重要的事情，花上五分钟，
就能自测出结果，试试吧。
1、早上起床累不累
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是很精神
呢，还是会很疲劳？如果你疲劳得有点头晕，
怎么都打不起精神来的话，就是体内有湿。
2、大便时会不会黏黏腻腻
每天大便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大便，
会不会黏黏腻腻，有的大便会黏在马桶边
上，怎么冲都冲不走；又或者你在擦屁股的
时 候 ， 会 不 会 擦 上 5、 6 下 都 还 是 擦 不 干
净，如果你有这些状况，就要注意帮自己的

身体祛湿了。
3、吐出舌头看看舌苔是否发白
健康的人，舌苔是不会附有白色的舌
苔，如果你的舌苔很白很厚，说明你的身体
偏寒性体质，如果你的舌苔粗糙发黄，就要
注意帮自己的身体祛湿了。
4、刷牙的时候会不会恶心
早上起床刷牙，你会不会很容易就感觉
到恶心想吐？嗓子里感觉总是有吐不干净的
痰液？就要注意帮自己的身体祛湿了。
5、小腿会不会有酸沉的感觉
早上起床，会不会觉得小腿肚子有酸沉
的感觉？如果小腿肚那里会发酸发沉，就要
注意帮自己的身体祛湿了。

中国人喝了 2000 多年的粥，喝粥助人长寿的例子历
史上就很常见。比如南宋陆游，古稀之年，齿牙完坚、
耳聪目明，最终活到 85 岁，就与爱喝粥有关。
大麦粳米粥：消暑
大麦性凉，可以有助我们消暑解热，使我们全身都
感觉到舒爽畅快。而粳米有助于健脾胃，补中益气。
做法：取适量大麦和粳米煎煮即可。
扁豆粥：疏脾开胃
白扁豆粥可作为脾胃虚弱、慢性腹泻、吐泻等症的
辅助食疗。其有健脾和中之功，味甘性平气香，能疏脾
开胃。
做法：100 克粳米用冷水浸泡半小时，先用武火煮
沸；再加入 100 克鲜白扁豆，改用小火熬煮成粥，加入
红糖或冰糖即可。
冬瓜粥：减肥
中医讲胖人多湿，这道粥具有清热解毒、利湿消肿
的作用，每天中午或晚上坚持喝上一小碗，喝上个把
月，效果就会出来了。
做法：将冬瓜皮上的白霜洗掉即可，不要把皮切
掉。将 100 克鲜冬瓜切块，同 100 克大米放入锅中，加水
煮成粥即可。
桑葚粥：助睡眠
桑葚粥对由心血管疾患所引起的失眠有很好的效果。
做法：桑葚 20-30 克，糯米 10 克，用 500 毫升水煮
粥，熟时加冰糖少许即可。每天晚饭后一小时吃一次就
行。脾胃虚寒、腹泻者忌服。
山药粥：补气
气虚的人往往会出现神疲乏力、精神不振、四肢倦
怠、自汗、气喘、面色淡白、语音低微、头晕耳鸣等症
状。每天喝一次，有利于改善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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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养生秘籍
秋季是气温从热转寒，阳气渐
收，阴气渐长的时节，也是自然界
和人体从阳盛转向阴盛的关键时
期，人体的阴阳代谢开始阳消阴
长，因此精神、情志、饮食起居
等，都应该顺应秋季的气候特征，
以养收为主，来达到保健的目的。
穿衣：常备一件薄外套
初秋季节，
天气略微转凉，
但是
暑气仍未褪去，所以温度可能呈现
早晚略凉，而中午仍然较为炎热的
表现。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凭一时的
感觉而随意增减衣物，最好身边常
备一件薄外套，
以防温度骤然变化，
导致受寒感冒，或者中暑昏厥。但
是也不要一下子增加太多的衣物，
否则会削弱身体对外界气候的适应
能力，更容易受凉感冒。但是在深
秋季节，秋风大，气温低的时候，就
应该及时的增加衣物，尤其是体弱
的老人和儿童，
更应该要注意。
饮食：凉润为主少辛辣
秋季宜收不宜散，所以饮食上
应该注意减少辛辣味道的食物，而
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同时由
于秋季燥邪当令，气候干燥容易损
伤人体津液，导致干咳、少痰、便秘
等情况，所以饮食上可以略微增加
一些凉润的食物，但不宜进食过多
寒凉的食物，以免损伤人体阳气。
秋季可以适当增加食物芝麻、蜂蜜、
枇杷、梨、百合、山药等食物。
居家：保持空气新鲜洁净
秋高气爽，适合给居所经常通
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洁净。
同时起居也要注意早睡以顺应阳气
的收敛，而早起使肺气得到舒展，
防止收敛太过。在白天天气仍然炎
热的时候可以继续使用空调、电扇

做法：干怀山药 500 克，芡实 150 克、薏苡仁 750 克
打成粉末，每天取一或者两调羹，放入小米，或者大米
中，熬粥喝。
枸杞粥：亮眼
枸杞子归肝、肾经，吃点枸杞子能很好地补肾气、
平补阳气、益精明目、养血。坚持每天早晚吃一碗，就
可以起到明目的作用。
做法：将 15 克枸杞、50 克粳米，入锅加水，熬到米
开花后停火，再闷上几分钟，出锅后再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一些白糖。
菊花枸杞粥：降压补肾
每日两次，有补肝肾、益精血、降血压之功效。

粥是天下第一补药
做法：15 克菊花摘去蒂，上笼蒸后取出晒干或阴
干，然后磨成细末备用。
100 克粳米淘净放入锅内，加清水适量，用武火烧沸
后，转用文火煮至半成熟。
再加菊花细末，15 克枸杞子继续用文火煮至米烂成
粥即可。
红豆山楂粥：降脂减肥
新鲜山楂具有降血脂、助消化的作用，但由于其酸
性较强，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食用，但同红豆、大米一
起煮粥食用，则温和许多，不仅能够降血脂、助消化，
还能起到减肥的作用。
做法：先把适量的红豆浸泡半日，然后再与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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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器来达到合适的温度，而夜间
气温凉爽时，可以适当开窗通风，
既节省资源又保证舒适。
运动：散步慢跑最安全
秋季温度合适，是开展运动锻
炼的好时机，具体的运动方式可以
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合理选择。
但是在初秋时节，中午温度较高，
还是建议在早起或晚上温度较为凉
爽的时间进行运动比较合适。同时
运动后注意及时擦汗，以免受风，
引发疾病。通常来说散步、慢跑都
是比较安全的运动方式，而有运动
基础的人可以选择在天气好的时候
进行户外活动，跑步、登山、远足
等。
精神：欣赏美景愉悦心灵
秋季在五脏应于肺，而肺在情
志方面和悲忧相对应，所以如果过
度悲忧会损伤人体肺气，而肺气虚
弱，也会使人体对不良刺激的耐受
性下降，容易出现悲伤忧虑的情绪。
所以在秋季时，需要注意培养乐观愉
悦的心情，保持情绪安宁稳定，来避
免自然界的肃杀之气影响到自身。所
以民间有重阳节登高望远的习俗，也
是利用登高远眺，欣赏美景来达到心
旷神怡、消散不良情绪的目的。
预防：重视保健防秋燥
秋季容易出现胃肠炎、咳嗽等
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预防保
健，也是保证身体健康的重要内
容。秋季注意饮食卫生，不吃腐败
变质的食物，可以适当服用一些宣肺
化痰、滋阴益气的中药来缓解秋燥。
贝母蒸梨、菊花茶、桔梗甘草茶可以
缓解秋燥引起的咳嗽、咽干等症
状，而山药核桃粥可以预防秋燥引
起的便秘。

大米一起煮粥，熟烂后加红糖调味就可以食用了。
红枣粥：补气血
有些女性容易出现气血亏虚的状况，头晕脑
涨、双眼酸痛、皮肤干燥、全身乏力等症状，到医
院又检查不出毛病来，就可以喝点红枣粥。
做 法 ： 取 50 克 红 枣 、 100 克 大 米 ， 一 起 煮 成
粥，每日早晚温热食用即可。
荷花粥：护肤
经常服荷花粥，可使皮肤光滑细腻。荷花中的
槲皮素和樨草素能改善面部油脂分泌，减轻痤疮，
使面色红润，容光焕发。
做法：将荷花瓣阴干，切碎待用，用100克粳米煮
粥，熟的时候放入10-15克荷花，煮开即成。
黄芪粥：改善体乏
黄芪可益气固表，凡是中医认为是“气虚”
、
“气血不
足”
，如平时体质虚弱，容易疲劳，常感乏力，往往是
“气虚”的一种表现，可以喝点黄芪粥调理。
做法：取黄芪 15 克，先用清水浸泡 30 分钟，然
后加水煎煮两次 （第一次煎 30 分钟、第二次煎 20 分
钟），用两次得到药汁煮米成稀粥，早或晚服用即
可。
松子粥：润肺滑肠
松子、粳米一起煮成粥，有补虚、养液、润
肺、滑肠的作用，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及体弱早
衰、产后体虚，头晕目眩、肺燥咳嗽咳血，慢性便
秘等症。
做法：将 50 克松子仁研碎，然后同 50 克粳米一
起煮成粥，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食用，当作早
餐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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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儿童发生意外伤害最常见的原因除中毒外，还有溺水、车祸、创
伤等。活泼、好动、好奇心强、自我保护意识差，
这些特点使得孩子更易发
生意外伤害。
目前我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意外伤害已上升至 0 岁至 14 岁儿
童死亡原因的第一位。但致死往往不是最终或唯一结局，大部分患儿成
为伤残人士，这对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儿童意外
伤害看似是不可预料的小概率事件，
但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积极预防，
因为
这些“意外”大多因日常生活中没留神、没看住、不小心、考虑不周的生活
方式所致，
并非不可知、无法控制。除了加强社会宣教、建立法律法规、完
善环境设施等相关措施，
家庭作为孩子最主要的活动场所，
也是预防儿童
意外伤害的重要根据地。那么，在家庭日常环境中如何能让孩子远离意
外伤害呢？
一是远离儿童中毒。生活中的有毒化学品和药品随处可见，如家用
清洁剂、擦鞋剂、各种药物及含铅制品等，误服可造成中毒。即使是正常
的口服药，用量不当也可造成中毒。最有效的办法是不让孩子有机会接
触到这些物品，比如，将药品置于不易开启的安全包装中；家中长期服用
的慢性药最好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服用，
以免孩子模仿；
喂孩子吃药时不要
把药物说成糖果进行哄骗，
以免让其在概念上形成混淆；
随时向孩子进行
安全教育，
告知哪些东西是不可以随便乱吃的。
二是远离异物窒息。除了瓜子、豆类、石榴等食物是气管异物的常见
物，钉子、别针、硬币、纽扣等小物件也最容易导致儿童异物窒息。因此，
在孩子吃东西时，
不能逗他们说话、大笑、跑跳，
最好能让他们坐在固定好
的餐椅中进食。如果孩子的咀嚼吞咽功能还不适合某些食物，家长应改
变食物形态，或者干脆放弃这类食物，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另外，要经
常对家中进行“地毯式”
扫除，
及时清理对孩子有危险的小物品，
同时对孩
子进行安全意识教育。
三是远离烧伤烫伤。最好用密封、隔热杯子喝热水，不要把暖壶、茶
壶等盛有热水的容器置于桌边。可以考虑用餐桌垫代替桌布，以免孩子
拽拉桌布时将桌上的东西打翻而被烫伤。注意不要让孩子接近热水器、
炉灶、电熨斗等热源。
四是远离溺水跌落。孩子洗澡一定要有专人看护，不能单独将他们
置于澡盆中。家中的马桶、洗衣机、水缸等要随时盖好盖子。不要让儿童
单独站在桌椅等高处，
及时锁闭窗户或安装防护围栏，
洗手间应尽量铺设
防滑瓷砖。
说了这么多导致儿童意外伤害的危险因素，
家长们也不必草木皆兵，
毕竟
孩子有极强的求知欲与探索欲，
不能顾此失彼。只是提个醒，很多时候家长
们多想一步，
孩子就能少经受一些不必要的意外伤害，
得以健康成长。

视，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被关心且充满荣誉的环
境里，从而使他们对自己的前程和未来满怀信心。
父母从小就要对孩子进行严格的敬业爱业教育，
使他们养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竭尽全力去做的习
惯。这是所有成才者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
除了以上几个因素以外，本杰明 . 布卢姆还特别指
出：
尽管有些成才者在儿童时代的确比一般孩子要聪
明，但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从小就是超出常人若干倍
的神童；也没有一个是从小就被迫学习许多东西而成
为杰出人才的。
他还强调，成才者在孩童时代并不一定是同龄孩
子中最有天才的，但他们一定是立志出类拔萃，最想
超越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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