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胃胀气多由消化不良尧胃肠功
能失调所致袁主要表现为胃部饱胀
感尧压迫感或伴有恶心呕吐尧烧心
反酸尧打嗝嗳气等症状遥 胃胀气多
与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袁出
现胃胀气后应注意饮食调理袁少吃
甜品袁多吃清淡的食物袁积极锻炼
身体遥还可选择一些有行气作用的
药食同源之物袁如萝卜尧陈皮尧玫瑰
花尧山楂尧生姜等做成的药膳遥

1.蜜饯橘皮遥 取新鲜橘皮 500
克尧蜂蜜 200克袁将橘子皮洗净袁沥
干水袁切成细条状袁浸泡于蜂蜜中

腌制一周袁当蜜饯嚼着吃袁每日 2~
3次袁每次 10克遥

2.姜汁蜂蜜饮遥 取鲜生姜 20
克尧 蜂蜜 30克袁 将生姜洗净尧切
片袁加适量温开水袁在容器中捣烂
取汁袁兑入蜂蜜袁调匀袁上下午各
服一次遥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袁生姜
含挥发油和姜辣素袁 能促进胃液
分泌袁 增加胃肠蠕动袁 有温胃止
吐尧醒脾开胃的功效;蜂蜜有滋补
及健脾和胃之功袁 不仅可矫正生
姜辛辣的口味袁 还可缓和姜汁辛
温之性遥 对常表现为胃部胀闷疼

痛尧 喜暖畏冷者的脾胃虚寒型消
化不良尤为适宜遥

3.山楂饮遥 炒山楂 9克袁将其
研为细末袁加糖少许袁用沸水冲服遥
本饮具有消食尧化积尧和胃的作用遥
山楂味酸甘袁性微温袁可健脾开胃尧
消食化积遥 但需要注意的是袁脾胃
虚弱者不可久服多服袁孕妇切忌服
用袁因山楂破血破气袁容易伤胎气尧
导致流产遥 此外袁山楂所含的酸性
成分较多袁空腹不宜多食袁以免胃
中的酸度急剧增加袁出现胃痛甚至
溃疡遥 李金

心率过慢也会高血压
很多人都知道袁 心率过快跟高血压有着密切

关系遥因此袁有人认为袁心率缓慢是件好事儿遥事实
并非如此袁心率过慢的话袁也可能引起高血压遥

心率是指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袁 一般情况
下人的每分钟心跳与脉搏次数是相同的遥 成年人
正常心率范围是 60耀100次/分钟袁 大多数人每分
钟心跳七八十次遥在平常情况下袁安静时每分钟心
跳大于 100 次袁为野心动过速冶;少于 60 次袁就是
野心动过缓冶;心跳若时快时慢尧跳跳停停袁称为野心
律不齐冶遥 这三者都是不健康的野心律失常冶状态袁
与高血压有密切关系遥

心率过慢也可能引起高血压袁 是因为如果心
跳太慢袁 在舒张期心脏各个腔内就会充盈更多的
血液袁从而造成收缩期排出更多的血液袁收缩压就
会更高遥 另一方面袁心率太慢袁心脏的舒张期就会
相应延长袁舒张期血压也会相应降低遥 可以说袁心
率慢导致的高血压袁 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单纯的收
缩压增高尧舒张压正常甚至降低尧血压差增大遥 这
种情况在老年人身上更为明显遥

实际上袁很多心率太慢造成的高血压患者袁将
过缓的心率纠正后袁血压就会有所降低袁从而达到
正常状态遥 林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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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健康?有人说是开心每
一天袁有人说是不得病遥专家表示袁
健康也可以野量化冶袁只要记住以下
几个公式袁不难牢牢野抓住冶它遥

喝水公式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专家沈雁

英告诉叶生命时报曳记者袁水是维持
人体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基本
物质遥 成人每日需要的饮水量=体
重(公斤)伊30~40(毫升)遥 儿童代谢
旺盛袁需水量比成人多遥 2岁以上
的儿童袁每日需水量=体重(公斤)伊
80~90(毫升)遥 2岁以下的儿童袁每
日需水量=体重(公斤)伊100~150(毫
升)遥

需要提醒的是袁老人的胃黏膜
通常受到损害袁 腺体萎缩或消失袁
容易感觉不到口渴袁 应随身带着
水袁及时补充水分袁每天饮水量为
2000~2500毫升袁否则容易出现血
液黏稠和血栓等问题遥 剧烈运动
或在高温环境下作业的人袁应适当
增加饮水量遥

饮酒公式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协作研究

指出袁男性每日摄入的纯酒精量应
不超过 20克袁 中国现行的安全饮
用标准是 15克袁女性应更少些遥武
警总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高宏
凯推荐了一个饮酒公式袁 即饮酒
量伊酒精浓度伊0.8=酒精摄入量遥一
般来说袁饮用 40毅以下的低度数白
酒袁不能超过 2两;40毅~50毅的中度
数白酒袁不超过 1两;50毅以上的烈
酒不要超过 0.5两; 葡萄酒度数相
对较低袁但也不要超过 3两袁否则
会对肝脏等器官造成负担遥
高宏凯建议袁喝酒前吃点富含

淀粉和高蛋白的食物袁有利于保护
胃黏膜;喝酒的同时要多喝水袁加速
酒精排出袁减少肝脏负担;小口喝酒
可以保护食道和胃袁并且不易醉;可
以点盘凉拌萝卜作为下酒菜袁有一
定解毒作用; 酒后喝点蜂蜜水尧果
汁尧芹菜汁等袁可帮助解酒遥

骨密度公式
根据日本鸟取大学萩野浩教

授的研究袁用体重和年龄可估算骨
密度和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遥骨密
度=(体重(公斤)-年龄)伊0.2遥如果结

果小于-4袁 风险高; 结果在-4~-1
之间袁属于中度风险;如果大于-1袁
风险小遥 比如袁体重 45公斤尧年龄
70岁的人袁 风险指数为 (45-70)伊
0.2=-5袁说明极有可能患骨质疏松
症遥 建议中尧重度风险者去医院做
骨密度检查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骨科主任戴勊戎说袁想要提高
骨密度袁建议从年轻时加强锻炼袁比
如游泳尧深蹲等袁将骨密度维持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遥 平时要多吃富含钙
质的牛奶尧 芝麻等袁 富含维生素 D
的香菇尧海鱼等袁还要经常晒晒太
阳遥 尤其是女性袁绝经期前除了锻
炼外袁还要适当补充蛋白质和钙;绝
经期后要及时检测袁如果必要可在
医生指导下调节雌激素或补钙遥

运动心率公式
运动时的心率状态袁可帮助衡

量运动强度袁 防止运动不当或过
量遥 对于成人来说袁男性的最高运
动心率=205-年龄; 女性=220-年
龄遥 当实际心率达到最高心率的
70%袁 属于高强度运动;55%~69%
属于中强度运动袁40%~54%为低
强度运动遥

对于老年人来说袁适宜的运动
心率=170-年龄遥 比如袁70岁的老
人做有氧运动时袁 心率应控制在
170-70=100次/分钟遥 年纪较大的
老人袁为了安全起见袁可以控制在
(170-年龄)伊0.9遥

体脂率公式
体脂率又称体脂百分数袁反映

人体内脂肪的含量遥女性体脂率公
式院参数 a=腰围(公分)伊0.74;参数
b=体重 (公斤)伊0.082+34.89; 体脂
率=(a-b)衣体重 伊100%遥 计算男性

体脂率时袁 参数 b=体重 (公斤)伊
0.082+44.74遥

高宏凯表示袁正常成年人的体
脂率袁 男性是 17%~23%袁 女性是
20%~27%遥 若男性体脂率在 25%
以上袁 女性在 30%以上袁 属于肥
胖袁患动脉硬化尧冠心病尧糖尿病等
的风险较高遥这类人应多吃蔬菜水
果袁适当吃瘦肉袁避免高脂尧高盐尧
高油饮食袁同时配合运动袁减少体
脂遥如果男性体脂率为 14%~20%袁
女性体为 17%~24%袁属于偏瘦袁建
议加强运动尧补充蛋白质等袁提高
体脂率遥 如果男性体脂率低于
5%袁女性低于 15%袁可能引起身体
功能失调袁建议及时就医遥

幸福感公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尧美国经

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
公式院 个人幸福=物质衣消费欲望遥
这个公式可以演绎出三种可能院1.
当欲望不变时袁 幸福和物质成正
比遥2.物质不变时袁幸福与欲望成反
比遥3.当物质和欲望一起增加时袁如
果物质的增速超过欲望的增速袁幸
福感仍会增加; 如果物质的增速低
于欲望的增速袁幸福感就会下降遥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汤
永隆表示袁现代人幸福感下降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院 爱向上比较尧
缺乏精神目标尧不善于发现美好的
一面尧缺乏奉献精神尧不知足尧压力
大尧爱焦虑遥他指出袁幸福并非惊天
动地尧遥不可及袁而是一种美好的
感觉袁是对他人的帮助袁以及活在
当下的愉快感遥 想要提高幸福感袁
不妨从小事入手遥比如无聊时读本
书尧约朋友看场话剧尧给路边的流
浪猫准备一份食物等袁都是提升幸
福感的捷径遥 田飞

肾不好？
一个动作帮你改善

传统中医认为袁野五脏六腑袁 十二经脉有络于
耳冶袁耳朵跟手脚一样布满了密集的反射区袁联系
着全身每一个器官袁因此袁平时如能坚持搓耳尧捏
耳袁可强健身体遥

常搓耳廓可养颜遥双手掌轻握双耳廓袁先从前
向后搓 49次袁再从后向前搓 49次袁使耳廓皮肤略
有潮红袁局部稍有烘热感为度袁每日早尧晚各 1次袁
搓后顿有神志清爽尧容光焕发的效果遥

提拉耳垂治头痛遥 双手食指放耳屏内侧后袁用
食指尧拇指提拉耳屏尧耳垂袁自内向外提拉袁手法由
轻到重袁牵拉的力量以不感疼痛为限袁每次 3要5分
钟遥此法可并治头痛尧头昏尧神经衰弱尧耳鸣等疾病遥

提拉耳尖可退热遥用双手拇尧食指夹捏耳廊尖
端袁向上提揪尧揉尧捏尧摩擦 15要20次袁使局部发热
发红遥此法有镇静尧止痛尧清脑明目尧退热尧抗过敏尧
养肾等功效遥

搓弹双耳可强肾遥 两手分别轻捏双耳的耳
垂袁再搓摩至发红发热遥 然后揪住耳垂往下拉袁再
放手让耳垂弹回遥每天两三次袁每次 20下遥此法可
促进耳朵的血液循环袁健肾壮腰遥 杨易

缓解胃胀，试试这个食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