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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吃粗粮真的会更健康吗？
看看你吃对了没

随着饮食水平和养生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朋友
开始注重膳食平衡。然而，有一些朋友干脆把所有主食
都用粗粮替代，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减肥，还对身体有所帮
助。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一同了解。

我们都知道吃粗粮有利于身体健康，但其实如果摄
入粗粮过多，也会给自己的身体造成负担。粗粮是相对
于精细加工的粮食而言，粗粮的主要营养元素是维生素、
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按照
食物摄入均衡性、多样化原则来讲，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总
量需适量，并不是一种食物吃得越多越好。

粗粮的主要作用是保障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转，延长
食物在胃中的停留时间，增加饱腹感，延迟饭后葡萄糖吸
收的速度，维持正常肠道菌群，对于减肥、控制“三高”等
有一定好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粗粮，如老
人、儿童等，其胃肠道功能减弱或发育不成熟，吃太多粗
粮会增加胃肠道负担，出现胀气、便秘等症状。

那么，一天吃多少粗粮才合适呢？我们每天摄入差不
多一两到三两的粗杂粮就可以了，因为从营养角度看，粗杂
粮含有较多的草酸，草酸吃得太多就会影响我们对钙、铁、
锌等营养物质的吸收。所以，粗粮虽好，也要适当食用。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刻意提醒自己吃
粗粮，只要膳食搭配均衡即可。可以在蒸米饭时加些小
米、红豆，煮白米粥时加一把燕麦；绿色蔬菜应当在总的
蔬菜消费中占一半，也就是说，桌上如果有两样蔬菜，最
好有一样是深绿色蔬菜，如油菜、菠菜，另外一样应该是
浅色蔬菜，如大白菜、冬瓜；还要补充优质蛋白质，首选
鱼、禽和豆制品，少吃肥肉、烟熏或腌制肉；此外，也可以
适量食用动物内脏，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
弥补日常膳食的不足。

专属秋季的花卉不多，但依然
有一些美丽的鲜花专门在秋季绽
放。有些花朵不仅极具观赏价值，
而且具有显著的秋季养生效果，非
常适合用来煲汤泡茶。：

1.菊花
菊花不仅可观、可闻、可药，亦

可食，用菊花来养生是秋天的一大
特色。菊花性微寒，味甘、苦，归肺、
肝经，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清
热解毒之功效。

菊花泡茶是人们喜爱的养生方
法之一。常饮菊花茶能使人提神醒
脑、精神焕发、胃口大开，久服能明
目、美容、益寿。菊花也可以做成菜
肴、美食来养生，无论是做馅、做汤、
涮锅还是凉拌，味道均很好，具有疏

风清热、明目解毒等功效，适用于头
痛、眩晕、目赤、心胸烦热、疔疮肿毒
等，尤其适合秋季风热型感冒、心烦
咽燥、目赤肿痛等。

桑菊茶：桑叶 3g，杭白菊 6g，
乌龙茶3g，以上材料同入杯加适量
沸水冲泡即可饮用，可代茶频饮。

2.桂花
秋季燥邪当令，易伤肺脏，常服

桂花可化痰利肺。
桂花粥：桂花10g，粳米100g。

锅内加水，先将米煮至熟为止，然后放
入桂花，文火煮10分钟后，即可食用。

3.金花茶
金花茶不仅观赏价值高，同时

其花、叶富含多种天然活性物质，具

有极高的保健功效。金花茶具有清
热解毒、利尿消肿作用，用于治疗肾
炎、水肿、尿路感染、咽喉炎、高血压
等病，有降血糖、降胆固醇、预防肿
瘤、抗衰老、增强免疫力等作用。

传统的开水冲泡法对金花茶活
性物质的利用率较低，需要特殊技术
对其进行加工，目前市场上已开发了
金花茶袋泡茶、金花茶饮料、浓缩液、
口服液、酵素等系列保健食品。

4.木芙蓉
木芙蓉，味淡、微辛，无毒，归

肺、肝经，具有清肺、凉血、散热、解
毒、消肿排脓以及止痛等功效，治痈
肿、疔疮、烫伤、目赤肿痛、跌打损
伤、肺热咳嗽、吐血等。

木芙蓉花还可食用，古人曾用

芙蓉花煮豆腐，红白相衬，有色有
香，好像雪霁之霞，美其名曰“雪霁
羹”。《山家清供》记载其方法：采芙
蓉花，去花之心蒂，与豆腐共煮。

5.木槿花
木槿花作药传统上以白色为上

品，有清热、利湿、凉血之效，对肠风
泻血、赤白痢疾、气逆反胃、妇人白
带、疮疖疔肿有较好效果。木槿花
菜制作简单，可凉拌、炒制、做汤，滑
嫩可口，味道清香，能润燥、利小便、
除湿热。作蔬菜种植以纯白色、淡
粉红色、重瓣种为佳。

木槿花炒鸡蛋：首先将鸡蛋打
散，加点盐搅拌，入油锅炒散，捞起
备用；然后将洗净的木槿花用开水
焯一下，起锅，备用；热油锅加入炒

熟鸡蛋和木槿花，加料酒、盐调味，
即可食用。

木槿花炒肉片：首先热油锅加
入切成丝的瘦猪肉、生姜、大蒜，一

起放入锅中煸出香味；然后加入用
开水冲泡并沥干的木槿花，倒入适
量的料酒、盐等调料，稍焖片刻，即
可起锅食用。

秋冬季节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期，
高发的呼吸系统疾病包括感冒、急性支
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的急性发作、肺
炎等。秋冬季为什么会成为呼吸道疾
病的高发期呢？

温度低是一方面，温差变化大是更
主要的原因。严格上来说，寒冷并不会
直接导致这些疾病。但由于天气突然
变冷，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季节的转化，
不注意添衣保暖等而受凉，加上免疫力
比较差，就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进而
诱发如支气管哮喘、急性支气管炎等各
种呼吸道疾病。中医讲肺主气，司呼
吸，开窍于鼻，外合皮毛，职司卫外，为
人身之藩篱。故外邪从口鼻、皮毛入
侵，每多首先犯肺，以致肺主宣降功能
不利，气逆于上而为咳，升降失常则为
喘。

呼吸操可以改善呼吸系统疾病患
者的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喘息等症状，
实现对体内气息的调整和出入，改善人
体脏腑机能，从而提高机体免疫力。临
床研究发现，呼吸操有明显恢复肺功能
的作用。

呼吸操共有七节，具体方法如下：
缩唇呼吸
目的：防止呼气时小气道陷闭狭

窄，以利肺泡内气体的排出。
方法：吸气时用鼻，呼气时缩唇轻

闭，慢慢呼出气体，嘴呈口哨状。
腹式呼吸
目的：增强膈肌力量，减低气道阻

力，提高潮气量，改善缺氧和二氧化碳
潴留。

方法：右手放在腹部肚脐，左手放
在胸部。吸气时，最大限度地向外扩张

腹部，胸部保持不动。呼气时，最大限
度向内收缩腹部，胸部保持不动。

屏气呼吸
目的：延长肺内氧气和二氧化碳交

换时间，使更多的氧气进入血液。
方法：吸气，屏住呼吸3秒钟，同时

向右转头，呼气。吸气，屏住呼吸3秒
钟，同时向左转头，呼气。

伸展呼吸
目的：增加肺功能，解除肩颈酸痛。
方法：两臂伸直，向前、向上逐渐高

举过头，同时深吸气；然后两臂合拢，身
体前倾，同时深呼气。（注意：尽量用腹
式呼吸。）

按揉迎香
目的：缓解鼻炎、牙痛及感冒。
方法：两手拇指屈曲，用第一指关

节按摩迎香穴（迎香穴在鼻翼外缘中点

旁开，当鼻唇沟中）。
推按风池
目的：缓解头痛、颈部酸痛及落枕。
方法：手掌伸开，分别用小指关节的

侧面或小鱼际处推按同侧枕后风池穴
（风池穴在头额后面大筋的两旁与耳垂
平行处），俗称赶大筋，以达酸痛感为度。

胸部叩击
目的：借助叩击产生的振动和重力

作用，使滞留在气道内的分泌物排出。
方法：叩击者两手手指弯曲并拢，

使掌侧呈杯状，以手腕力量有节律地叩
击胸壁。

呼吸操以立位姿势为主，部分动作
也可取坐位和卧位姿势，宜根据身体状
况量力而行。肺功能较差的老人不要急
于求成，贵在坚持，每天练习1次~2次
即可。呼吸操要注重呼吸深度和呼吸
量，提高呼吸效率。通过持之以恒的呼
吸操锻炼，可提升肺功能，改善肺部疾病
症状。此外，该操还能有效放松紧绷的
神经，舒缓焦虑心情，减轻失眠症状。

如今，点亮手机屏幕的方式多种
多样，最普通的锁屏键唤醒，抬起唤
醒和轻触唤醒已经是现在许多手机
的必备功能了。那么，这些方式的实
现原理是什么，各自有怎样的优缺点
呢？

其实，无论使用什么方式，其最终
目的都是点亮屏幕并唤醒手机，这一过
程是通过 CPU和操作系统来实现的，
不同的唤醒方式只是不同的人机交互
手段，即它感知到使用者想要打开手机
屏幕的意图，并“通知”CPU和操作系统

来完成这个工作。解释到这里，手机唤
醒的方式就不难理解了。传统的锁屏
键唤醒方式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通
过主动按下唤醒键来获知使用者的意
图，下面我们来看看抬起唤醒和轻触唤
醒吧！

抬起唤醒，是利用手机的内部电路
感知到操作者抬起手机的动作，并告知
CPU和操作系统点亮屏幕。感知这一
动作的正是手机内部的加速度计，现在
的智能手机内部大多有加速度计，用来
获取手机的动作信息。当手机被抬起
（拿起）时，短时间内将产生加速度变
化，这个变化被加速度计检测到，于是
就点亮屏幕。

轻触唤醒则是通过轻轻触摸屏幕
就可以将其点亮。我们的手机屏幕其
实是多层屏幕压在一起制成的，锁屏时
只是关闭了负责显示的LED屏幕，负责
感知触控信息的电容式触摸屏并没有
关闭，还可以感知操作者的触摸信息。
当操作者触碰荧幕时，它就可以立即做
出反应，唤醒手机。

抬起唤醒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
要拿起手机就可以了，但其缺点是非
常容易错误操作。很多情况下，使用

者可能只是拿起了手机而并不想使用
它，但此时屏幕却亮了，或者是行走运
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使随身携带的
手机产生了加速度，此时屏幕点亮而
使用者可能并不知情，由此带来电量
浪费。

轻触唤醒虽然不如抬起唤醒方便
快捷，但是准确率有所提升。同时为了
防止误触情况的发生，还可以把触摸唤
醒的方式设置成双击唤醒或者固定形
状唤醒，进一步减少误操作的同时，也
可以节约电量。

除此之外，注视唤醒和语音唤醒
也是新兴的两种点亮手机的方式，其
实本质上与以上两种方式差不多。语
音唤醒，就是当手机的麦克风采集到
设置好的唤醒音的时候，会通知 CPU
和操作系统点亮屏幕，这一过程中需
要用到语音识别的功能；而注视唤醒，
就是当手机前置摄像头或红外传感器
检测到操作者在注视它，即点亮屏
幕。但在实际使用中，为了节约电量，
摄像头不会长时间开启，因此这一功
能往往是和抬起检测辅助使用，同时
结合面部识别功能，可以实现唤醒与
解锁的连续操作。

近期，高铁逃票事件在各地时有发
生，甚至有人还在网上发布了“逃票攻
略”。逃票是道德缺失还是触犯了法律
的底线？逃票行为会导致哪些后果呢？

逃票需承担违约责任
前段时间，陕西汉中站高铁出站口

一名女子欲硬闯闸机，民警询问并调
查，发现她曾有数次“买短乘长”行为，
且在民警执法期间大吵大闹，最终该女
子被要求补交之前票款，并处以行政拘
留5日，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旅客乘坐高铁出行，铁路运输企业
保障旅客安全、准点到达，旅客则需要
购买车票，持票上车，这是规范双方权

利义务的铁路运输合同应有之义，而旅
客车票即是该合同的书面形式。《中华
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规定，“旅客乘车应
当持有效车票。对无票乘车或者持失
效车票乘车的，应当补收票款，并按照
规定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铁路运输
企业可以责令下车。”《铁路旅客运输规
程》中也规定，“对无票乘车而又拒绝补
票的人，列车长可责令其下车，并应编
制客运记录交县、市所在地车站或三等
以上车站处理（其到站近于上述到站时
应交到站处理）。车站对列车移交或本
站发现的上述人员应追补应收和加收
的票款，核收手续费。”

逃票旅客采取持无效车票、站台
票上车、“买短乘长”、买进站出站两头
票等方式，以未付价款，或者付出低于
实际乘坐里程对应价款的方式乘坐铁
路运输交通工具，其已实际享受了铁
路运输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形成了
事实上的铁路运输合同关系，而其未
付或少付票款行为，应构成违约。合
同法中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
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现实中，
一经发现逃票旅客，工作人员将要求
其补齐票款并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正
是要求逃票者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
任的行为。仍拒不交付票款的，铁路
运输企业有权终止合同，拒绝运送并
责令其下车。

最高面临10日行政拘留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火车

或车站秩序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依
照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禁止
实施扰乱车站、列车正常秩序等危害铁
路安全的行为，违者由公安机关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
元以下的罚款。

可见，高铁逃票行为不仅违反合同
义务，需要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如果存

在多次逃票、拒不补票、在车站大吵大
闹、寻衅滋事等严重侵害铁路运输公共
秩序的行为，还可能面临最高十日行政
拘留、最高 2000元罚款的治安处罚。
如果高铁逃票数额较高、情节严重的甚
至会触犯刑法，构成刑事责任。

严重失信人半年禁乘高铁
《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

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意见》中规定，对无票乘车且
拒不补票的行为责任人限制乘坐火车
高级别席位，包括列车软卧、G字头动
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
等座以上座位，并根据其行为轻重适用
限制期限，最高可达180天。因此，高
铁逃票行为不仅侵害铁路安全、扰乱公
共秩序，而且也会对个人信用造成严重
影响，逃票旅客将被列入失信人名单，
面对禁乘高铁180天的处罚。

高铁逃票，究其原因，是部分旅客
对逃票行为缺乏合理认知，对违法成本
没有正确预估，认为逃票只是贪图小
利、蹭蹭福利的“小恶”。殊不知，逃票
看似事小，实则事大，其损害的不仅是
铁路运输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运营环境，
更破坏了铁路运行的公共安全和良好
秩序。逃票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国民
素质的提高，更需要法律法规的健全普
及、执法部门的严格执法、监管部门的
全面监督，需要社会公众的同心同德，
共同抵制。

秋季一到，丰盛的美食与美酒常常让人
流连不已，一不小心就容易饱食或贪杯，从而
给身体造成负担。可是，高油高脂高酒精食
品会让胆胰疾病找上门，俗话说，肝胆相照，
胰胆相依，肝胆胰腺会互相影响，不要在饮食
上一时的放纵而带来长久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高油高脂
高酒精食品会诱发胆胰疾病。突然高频率的暴
饮暴食，将大幅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尤其是对
那些已经有胆囊结石等胆胰疾病的人群来说，
极易诱发胆、胰疾病的急性发作。约有半数的
急性胰腺炎病人合并有胆道疾病，进食油腻食
物会引起胆囊的收缩，排放储存的浓缩胆汁来
帮助脂肪的消化。但患有胆囊结石的病人在这
个过程中容易诱发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出
现剧烈的右上腹疼痛。此外，酒精能促进胰酶
大量分泌，使胰管内压力骤然升高，引起胰腺腺
泡破裂，同时酒精可导致十二指肠乳头水肿与
括约肌痉挛，从而诱发急性胰腺炎。

那么，胰腺疾病发作时有什么症状呢？
胰腺分泌的胰液中含有大量的消化酶，当各
种病因导致胰液排出不畅，就可能在胰腺内
被激活后引起胰腺组织自身消化，导致炎症
反应。病情较轻时，可表现为上腹痛、恶心、
呕吐、发热和血清淀粉酶增高等，重度胰腺炎
常继发多器官衰竭、休克和感染等，病死率
高，医学上称之为重症急性胰腺炎。腹痛常
最早出现，往往在暴饮暴食或过量饮酒后发
生，常为突然发作，位于上腹正中或偏左。疼
痛呈持续性、进行性加重，有时似刀割。疼痛
可向后背部放射，甚至部分人只出现背部疼
痛，随病情发展也可出现全腹痛和明显腹胀，
并伴有发作频繁的恶心呕吐。

其实保护我们的胆胰，也是间接的保护我们的肝
脏。胆胰肝脏除了在腹腔内相依相邻，其脏器功能和健
康状况也互相依存、休戚与共。胆道疾病发作时可引起
胰腺炎，而急性胰腺炎发病时也常常影响到肝脏和胆管，
如果未能及时治疗缓解病情，随着胆囊炎和胰腺炎的进
一步加重，可影响到肝功能，严重的甚至可导致肝功能衰
竭。也正因如此，原本就有慢性肝病的人群，日常除了护
肝，也要防胆囊炎和胰腺炎发作，加重肝病。此外，也要
防严重的胃肠炎引起胰腺感染，避免发展到胰腺水肿甚
至进展成坏死性胰腺炎，不然需开刀探查、手术切除，那
样付出的健康代价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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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要养肺 多做呼吸操

养生去燥养生去燥 这些秋花养生又入药这些秋花养生又入药

点亮手机屏幕，抬起唤醒还是轻触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