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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别人春困我却失眠了 该咋办
疫情影响下的丧失感和不安全感会引起睡眠障碍
核心
提示

专家说

春天百花盛开
此时就要
“争蜂吃醋”

一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疫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生理心理的双重考验。抗
疫仍在继续，尽管已经逐渐复工复产，大部分人闲暇时还是选择在家中、减少外
出，取消亲朋聚会。原本广泛的生活圈突然缩窄，带给很多人心理冲击。以前
抱怨工作繁忙，加班时间长没有时间睡觉，现在虽然可以支配的睡眠时间增多
了，但是很多人还是有失眠的困扰。为什么在疫情下我们会睡不好？

春天正是养肝护肝的好时机。广东省第二中医
院副主任医师黄汉超提出，此时应该“争蜂吃醋”，即
多吃蜂蜜和醋。

蜂蜜：
安神助眠、护肝解毒
中医认为，蜂蜜有润燥、扶中益气、止咳等功
效，尤其能安神助眠、护肝解毒，所以是很好的天然
养肝补品，春天的养生重点是养肝，所以春天吃蜂
蜜，
对养生很有好处。
不过蜂蜜生吃和熟吃的养生功效也不一样。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酿制时间不同，蜂蜜酿制时间少
于 7 天的未成熟蜜称为生蜂蜜，而酿制时间超过 7
天的自然成熟蜜则称为熟蜂蜜。两者在营养成分
上有明显的差异，例如熟蜂蜜含水量少，纯度高，葡
萄糖和果糖含量较高，而且含有大量的活性酶，而
生蜂蜜以蔗糖为主，酶类的含量则非常少，所以熟
蜂蜜的保健价值较生蜂蜜高，价格也会较生蜂蜜
高。一般取蜂蜜作保健用的都是建议饮用熟蜂蜜，
而生蜂蜜一般多用于炼蜜制药丸更为常见。

醋：
有助化解肝血的淤滞

（资料图片）

疫情下三种心态或引发失眠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
神心理科主任医师周伯荣分析主要
原因在于存在不安全感，内心总是有
忐忑、不安全，而这个不安全感的心
态也同样会容易激发兴奋与恐慌、焦
虑、悲观的心态，出现以下三种形式：
矛盾性心态、想清楚心态、恐慌悲观
心态。
1、矛盾性心态：当你很兴奋的时
候，就开始试图控制自己，告诉自己
不该这么想；悲观的时候也是这样，

认为自己不应该这样不断地悲观和
自责下去了。然后内心相互纠结，相
互对抗的东西不断产生，这时就会左
思右想睡不着。
2、想清楚心态：就是在想一个问
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想清楚。比如
在疫情期间，一些人一定要把每天的
数据搞清楚，一定要算清楚今天新增
了多少病例，或者去操心其他和疫情
相关的事情，在这种“一定要把事情
想明白”的“完美化”心态下，会越想

越兴奋，
人就很容易失眠。
3、恐慌悲观心态：因为内心总是
有忐忑、不安全，而这个不安全感的
心态也同样会容易激发兴奋与悲观
的心态，比如面对事情不在自己掌控
时的不安，甚至是想要去控制的强迫
思维，这样大脑就会越想越兴奋。或
者看到了身边的不幸事情的发生，自
己也会有一种丧失感和不安全感，然
后越想越悲观，出现恐慌和悲观心
态，
这也会引起睡眠障碍。

8 个小提示 应对疫情中的“失眠”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
生活，出现心态上的焦虑，影响到睡
眠，如何应对这种状况，广医三院精
神医学科胡佳佳医生提出以下 8 个应
对办法：
1 接纳现状，不与情绪对抗
接纳自己的任何情绪，无论是兴
奋还是痛苦，
尤其是接纳痛苦，
不要不
断地去自责、
去对抗、
去后悔、
懊恼。
2“暴露”负面，倾诉情绪
去把那些困扰你的心态和想法
暴露出来，暴露的方式就是倾诉。如
果有需要，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医生。
因为倾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一
个合格的倾听者。否则这种暴露有
时候会适得其反，
甚至还会有伤害。
3 转移注意力
比如做一些其他自己觉得比较

枯燥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也可以帮
助睡眠。
4 放松训练
比如腹式呼吸和正念扫描，这些
想象和冥想的音频可以让我们进入
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状态，如果这种训
练做得好，甚至可以直接进入睡眠。
5 睡眠限制法
很多人作息不规律，生物钟颠倒
和紊乱，就可以尝试睡眠限制法。首
先是有固定的睡眠时间，然后在床和
睡眠之间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关系，比
如有些人在床上玩游戏、看电视甚至
是吃东西，这种情况就可以试着只在
床上睡觉，不做其他的事。
6 睡眠剥夺法
睡不着的时候就不睡，去做些其
他事情，无论多晚等困了再睡，然后

第二天必须要正常早起，白天的时候
即使很困也不要睡觉，直到晚上再
睡。这样坚持几次生物钟就很快被
纠正了。
7 认识和理解当下的环境
虽然疫情可怕，但是我们只要做
好防护就很安全了，不必过分恐慌。
8 正确的生命价值观
我们要知道各种矛盾思维主要
还是源自于本能安全感，也就是对生
的欲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所以我们要
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尤其是要有
能够接纳死亡的这种态度。
胡 佳 佳 最 后 提 醒 ，如 果 失 眠 严
重，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借助药物和专
业临床的物理治疗，进行睡眠障碍的
治疗。
（据《羊城晚报》消息）

睡眠：最简单舒适的减肥方法
常言道“三月四月不减肥，五月
六月徒伤悲”。人们总是喜欢把把苗
条与美划等号，实际上，越来越多的
研究发现，胖瘦更关乎健康。但是，
如何才能健康地减肥呢？这里给大
家介绍最简单、也是最舒适的瘦身方
法——睡觉减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发
现，每晚睡眠时间不超过 4 小时的人，
他们肥胖的几率比每晚睡眠时间在 7

至 9 个小时的人高 73%。每晚睡眠时
间平均为 5 小时的人群，肥胖几率比
平均睡眠 7 至 9 个小时的人高出
50%，而每晚平均睡眠时间在 6 小时
者，其肥胖发生几率比平均 7 至 9 个
小时的人要高出 23%。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新近发
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多睡 1 小时
可以减肥。研究人员将 42 名健康的
成年志愿者分成两组，对其中一组志

愿者进行 45 分钟的睡眠咨询，并将他
们每晚睡眠时间延长 1 小时；对另一
组 21 名 志 愿 者 未 进 行 任 何 睡 眠 干
预。两组都被要求在 1 周内记录他们
的睡眠时间和营养摄入量。1 周后的
统计结果显示，延长了睡眠时间的志
愿者每天摄入的糖减少了 10 克，其他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也低于没有延长
睡眠时间的志愿者。
（据光明网消息）

为何要吃醋？中医认为，醋味酸性微温，归肝
胃经，有活血化瘀、消食下气的功效，醋尤其是陈
醋、黑醋，色黑入肝肾，有助化解肝血的淤滞。黄汉
超指出，中药里面很多需要入肝的药物都是用黑醋
作为药引进行炮制的。
春天养生重在养肝血，而养肝血最有效的方法
之一就是睡眠，因为睡眠是形成阴血的最佳时机，
所以春天养生切忌熬夜，否则很容易暗耗阴血，日
后便容易有手足冰冷、心悸、头晕等病症。
要获得优质睡眠，除了养成有规律的作息时间
表之外，
还可以配合睡前浴足，
醋泡黑豆、黑醋鸡蛋、
陈醋大蒜等食疗方，
也有助养血活血、
改善睡眠。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醋有很多保健益处，但对
于脾虚夹湿的人士，并不是十分合适，因为体内湿
气重时，吃过量的醋，尤其是和辛辣食物搭配，例如
酸辣粉、酸菜鱼等，会把湿气赶至下焦，诱发炎症，
比如有慢性泌尿系感染、盆腔炎等病史者，吃醋时
尽量不要碰辣味食材，建议和味道甘淡的食材例如
淮山、莲藕、青瓜、冬瓜等食材一起烹煮，有助避免
下焦炎症的发生。

食疗方推荐
●陈醋黑豆
材料：
陈醋 500 毫升，黑豆 250 克。
做法：黑豆浸泡一夜，加水 2000 毫升，煮开后加
少许食盐调味，小火煮 30 分钟左右滤掉豆汁，冷却后
倒入陈醋没过豆面，封好玻璃瓶盖，浸泡两周左右即
可食用。
功效：补肾养血，安神助眠，尤其对失眠、记忆力
下降者、
肾虚耳鸣有一定的调理功效。
●陈醋蒜头
材料：
陈醋 500 毫升，独子蒜 500 克。
做法：
独子蒜去衣洗净，
放入淡盐水中浸泡一宿，
然后沥干水分，
放入陈醋中浸泡 1 个月后即可食用。
功效：活血化淤，辅助降压。对冠心病、高血压、
中风后遗症患者有较好的辅助调理功效。
●猪脚姜
材料：猪脚 500g、鸡蛋 4 个、黄姜 300 克、甜醋 1
瓶、黑米醋 3 汤匙、
冰糖适量。
做法：鸡蛋煮熟后去壳。猪脚去毛，氽水备用，
烧锅下油，倒入姜片炒热后放入瓦罉，倒入冰糖和陈
醋、甜醋，煮热后放入猪脚，大火转小火煮 1.5 小时至
猪皮变软即可。
功效：养血祛风，有很好的调经、驱寒作用，尤其
对手足冰冷、痛经者有很好的保健功效。
●西洋参蜂蜜枸杞茶
材料：
西洋参 3 克，枸杞子 3 克，蜂蜜适量。
做法：西洋参切片，连同枸杞子一起放入杯底，
冲入沸水，焗泡一小时冷却后再兑入蜂蜜饮用。
功效：益气养阴，
清火生津。有很好的养肝提神作
用，
注意冲调蜂蜜用的水不要超过40℃，
否则其活性酶
类物质会被破坏，
口感变酸。 （据《羊城晚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