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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原因可能引发产后抑郁

“因产后抑郁来我们医院就诊的
患者有很多，有些患者已经产生了明
显的轻生倾向。”徐明雅坦言，虽然找
她看病的人很多，但这个数量也只是
产后抑郁症患者的冰山一角，很多女
性或者不知道自己患有产后抑郁症，
或者讳疾忌医，全靠“硬撑”度过病程。

“虽然经常可以在新闻上看到产

后抑郁造成的悲剧，
但很多人还是认为
心理疾病离他们很
遥远，意识不到身边

人可能患有产后抑郁症。”徐
明雅表示，引发产后抑郁的

原因有很多，女性产后抑郁比率也较
高，可达到15%-30%，每个产妇都
可能或多或少会感受到，只是有人会
显著一些。

她提到，产假结束后，不少妈妈
要过24小时连轴转的育儿生活，拖着
疲惫的身体上完班，回家后又要面对
喂奶、抱娃、哄睡的循环，有的人心情
低落一段时间就自我调节恢复了，但
有的人就容易困于负面情绪之中，从
而走向极端。

虽然产后抑郁症有生理因素，但
徐明雅认为，产妇的心理问题，并非
都是产后才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

产后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大量产生，
也是目前社会和家庭对已婚女性不
够重视的缩影。“女性平时得不到满
足的心理需求，会在产后最脆弱的时
候爆发出来。”

丈夫的支持与关心很重要

医学统计显示，产后抑郁常出现
在产后6周内，随着产妇体内激素水
平的逐渐恢复，抑郁症状有可能自行
消失，但仍有部分产妇深陷其中：“如
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就有可能发生
恶性事故，也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女性生产后，心理会比较脆弱，
家人需要注意细节。例如产妇出现
一些平时没有的情绪状态，情绪烦躁
或是低落，觉得自己很糟糕等，都应
及时干预。”徐明雅认为，丈夫的理解
与支持尤为重要。如果产妇能向身

边人倾诉自己的情绪状态、适当运
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后抑郁症
状。“这是妻子最需要丈夫的时刻，需
要两个人一起面对。”

徐明雅坦言，现实生活中，很多
丈夫不理解妻子的变化，认为是妻子
太过“矫情”。“我们总说做妈妈要坚
强，‘母亲’这一角色被赋予过多伟大
的含义和责任，脆弱、辛苦的一面被
淡化。妈妈并不是超人，产妇已经出
现了情绪问题，我们还在说‘你得为
了孩子’，忽略了产妇是人不是机器，
会生病，也会脆弱。”

“夫妻间多沟通，倾听很关键，每
天安排黄金十分钟，去探讨和倾听很
重要，同时丈夫要给予妻子适当的关
爱。”徐明雅建议，如果丈夫觉得妻子
不可理喻时，在某些情况下不要较真，
给她一个空间去想一想，不指责、不定
性，放手让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妈妈。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董莉

脚是仅次于心脏的重要部位，
分布着大量的毛细血管，用温水泡
脚能更好地刺激经络，振奋人体的
脏腑机能。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在
睡前泡脚助眠。一般而言，泡脚有
两种方法：中药泡脚与热水泡脚，
市民应如何选择？海南日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海口市中医医院中医
专家张秋菊。

睡前泡脚为什么很舒服？张秋
菊表示，泡脚的时候，局部温度增加，
会导致动脉扩张，有营养的动脉血流
量也会增加。并且，当人手和脚的温
度高出卧室室温时，身体的温度调节
机制会将热量由身体中心向四肢等
边缘部分转移，并通过手、脚血管的
舒张将热量向周围散发，入睡将更
快、更容易。

然而，泡脚看起来很简单很养
生，但并非适合所有人。张秋菊提
醒：首先，患有动脉炎、静脉曲张、
脉管炎的人以及糖尿病患者、孕
妇、女性经期都不适合泡脚；其次，
即便是正常人，泡脚也要注意时间
和水温，水温控制在40℃至45℃，
时间以 15 分钟为宜。“泡脚时鼻
尖、头皮或者膝关节微微出汗即可
停止，不要出大汗，尤其是对气虚、
有心脏病的人不好。”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几家足浴店
发现，中药泡脚很受市民欢迎，足浴
产品添加药剂款式多样，成分功能
也五花八门，有的足浴产品声称含
有天然红花、沉香、檀香等多种名贵
药材，具有清热祛风、养心安神，帮
助治疗神经衰弱、失眠多梦等功效。

“若足浴产品的中药粉真材实
料，泡脚确有好处。过于廉价的足

浴粉，虽然成分不敢肯定有没有问
题，但如果没有中药成分的话，即
便没有什么坏处，也起不到什么作
用。”张秋菊指出，对于身体健康的
人，如果想要泡脚养生，最好不要
在泡脚水中随便加东西。“能坚持
常年用温水泡脚已经是非常好的
保健方法了，不用非得加各种中
药，如不适合自身身体的状况，反
而会适得其反。”

“如果针对一些疾病进行泡脚，
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医师，请中医
师调配好药方，这样会更有针对
性。”张秋菊表示，患有失眠的患者，
最好在医师指导下正确治疗，不宜
擅自购买药物泡脚。另外，对于过
分夸大疗效的广告，患者要保持警
惕。需要说明的是，中药泡脚只能
起辅助治疗作用，千万不要把它当
作治病方法，以免耽误病情。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小气泡”是近来关注度很高的
一项深层清洁医美项目。在社交媒
体上，有的网友表示，做完“小气
泡”，面部皮肤会变得很光滑；但也
有人指出，“小气泡”实际上是给皮
肤“刷酸”，长此以往会令皮肤角质
层变薄。两极分化的评价让很多爱
美人士倍感困惑，为此，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海南省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
部医生盘丹萍，为读者揭开“小气
泡”的神秘面纱。

“‘小气泡’的全称是小分子气
泡水净肤系统，是一项很成熟的深
层清洁项目，其本质是洗脸，只是洗
脸水经过仪器的处理变得更加细
腻。”盘丹萍表示，经过仪器处理后，
便能够导出纳米级的气泡，很容易
渗透进入毛孔，带走毛孔内的污垢。

那美容院的“小气泡”与医院
的“小气泡”有什么区别呢？盘丹
萍认为，有些美容院为了强调美白

效果，会在“洗脸水”中加入果酸或
水杨酸，用“小气泡”洗脸就相当于
变相刷酸，会让皮肤角质层变薄，
从而达到立竿见影的白嫩效果。

“如果刷酸，要考虑肤质与间隔时
间，消费者要更为慎重。”

除了美容院的“小气泡”，一些
电商平台也有家用版“小气泡”出
售。盘丹萍说，家用版与医用版在
清洁功效上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医
用版会多一个营养液导出功能，在
清洁的同时，也能达到营养肌肤效
果。“医用版有专业医生操作，清洗

手法会更专业，所以清洁效果也会
好一点。”

那“小气泡”是护肤的必选项
还是可选项呢？盘丹萍表示，洗面
奶与清洁面膜一般只能清洁皮肤
表层垃圾，但“小气泡”却可深入到
毛孔深处，清洁力度更彻底，并且
无创、无痛、无修复成本，适合任何
人群，一周可以做一次，可长期坚
持。“‘小气泡’不是一项对操作技
能要求很高的医美项目，在医生的
指导下，消费者也可在家使用家用
版美容仪器。”

“梨型”中年女
戒掉懒和冷

很多女人坐着的时候是美人，脸和上身都很
秀气，但站起来就尴尬了，她们的下身很胖，肉全
都长在屁股和大腿上。这种“梨型身材”除了和雌
激素分泌有关，还和身体的体温有关，身体越冷，
下身越胖。

下身胖的多是中年女性，因为雌激素会使人
体在臀部和大腿囤积更多的脂肪。而雄性的睾丸
激素，则会将脂肪囤积在腹部，所以“油腻男”多是
大腹便便。

除了雌激素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你的身体太冷了。下身胖的人中少有“运动达
人”，她们大多是久坐的宅女，运动少，肌肉就没
有增长机会，脂肪燃烧场也就小，如果再受冷，
比如为了显瘦而不穿秋裤之类，身体为保住本身
就不多的能量，只能使脂肪变得更厚，以这种消
极办法给身体保温。从这个角度上说，女性下身
胖是被懒惰和寒冷逼出来的。因此，对梨形肥胖
的女性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不仅增肌而
且燃烧脂肪。

如果女性下身肥胖的同时伴随着肌肉松软、
水肿、手脚冰冷，还要注意腿脚的保温，每天晚上
最好都用热水泡脚，可以去湿健胃、散寒暖宫、解
乏祛躁。 （中国妇女报）

洗碗擦桌别混用
洗碗布有上亿细菌

洗碗是很多家庭每天必做的家务，厨房里洗
碗布必不可少。多数人认为，每次洗碗后，洗碗布
就一起洗干净了。但其实洗碗布怎么选、怎么消
毒，也是大有学问的。

专家指出，洗碗布常和碗筷亲密接触，肉屑、
菜渣、油污等都会遗留在上面。如果不更换、不
晾干、擦桌擦碗用一块，洗碗布只会变成“脏碗
布”，伤害身体健康。曾有实验将潮湿的洗碗布
剪下一小块，把滴落的水放置于培养皿中，48小
时后，其细菌数量都达上亿，且不分布的质地和
使用时间长短。有20%的洗碗布还隐藏着大肠
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目前，我国并没有出
台厨房洗碗布的卫生标准，参照一次性使用卫生
用品的国家标准，洗碗布上的细菌总数超标
7250倍，说明卫生状况达不到基本的要求，可能
会危害人体健康安全。这些细菌包括致病菌和
有益菌，其中致病菌会破坏肠道里正常的菌落环
境，有一部分会留在身体里，引起腹泻，损伤肝
脏等身体器官。菌落总数多，危害健康的几率自
然增大。

为保证健康，使用洗碗布应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专布专用，洗碗、洗锅、擦灶台油烟机、清
洁餐桌台面分开使用。第二，每季度更换一
次。第三，无论哪种洗碗布，使用后尽量拧干展
开，放在通风干燥处，以免在潮湿环境中滋生细
菌。第四，建议洗碗前先消毒洗碗布，可以用开
水煮，也可以用微波炉高火加热2分钟，或放在
太阳下晒，有条件的可以用紫外线消毒。家中
有呼吸道感染、乙肝、胃幽门螺杆菌阳性等患
者，建议用84消毒液浸泡20分钟到半小时后，
再用清水洗干净。第五，科学、正确地洗手也很
重要，可以有效预防洗碗布“二次污染”，减少
器具上的细菌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彻底杜绝病
从口入。 （人民网）

笑对健康的五个好处
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笑给健康带来

的益处良多。近日，国外媒体总结科学家们的新
研究发现，笑可以从五个方面帮你维持长期健
康。

1.降血压、护心脑。日本研究人员发现，当参
试者观看搞笑类综艺节目时，他们体内器官的血
流量增加，血液循环得到改善。另外，让人捧腹大
笑的喜剧电影会在24小时内对观看者起到扩张
血管、提高脑供血、降低血压的作用，堪称“天然降
压药”。

2.消除压力、治疗抑郁。科学家们在一项新
研究中发现，大笑一次可以使人体中的皮质醇、肾
上腺素和多巴克这三种压力激素水平分别降低
39％、70％和38％。研究人员表示，这些看似短
暂的情绪影响因素从长远来看可能会起到心理疾
病的治疗作用。

3.提高免疫力。美国洛马林达大学的李伯克
博士研究发现，笑可以降低人体的炎症水平并提高
K淋巴细胞（免疫细胞的一种，在抗病毒、寄生虫、
肿瘤等方面发挥作用）的活性。因此，笑有助于增
强机体免疫系统功能，保护身体免受疾病侵害。

4.缓解疼痛。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试验发
现，当参试者与一群人一起大笑时，他们的疼痛阈
值显著增高，表现出更好的疼痛耐受性。专家表
示，笑之所以可以缓解疼痛，可能是因为身体随之
释放了内啡肽。这是一种天然的镇痛剂，增强了
我们抵抗疼痛的能力。

5.燃烧热量。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研
究人员表示，虽然笑不能取代运动锻炼，但是笑声
持续10~15分钟，可以燃烧掉高达40卡路里（约
合0.17千焦）的热量。不仅如此，大笑还可以使腹
部、肩膀和膈肌等身体部位得到锻炼。

（生命时报）

大麦青汁
能排毒养颜？
专家：和普通蔬菜没差别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全锦子

最近两年，网络上兴起了一种叫
“大麦青汁”（又叫大麦若叶）的产品。
根据商家的介绍，所谓的“大麦青汁”，
是将长到20厘米-30厘米时的大麦
幼苗打成汁或干燥成粉，既可以内
服，也可以外用，号称有排毒、养颜
和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等功效。尽
管因浓重的草腥气而口味不佳，还
是有很多人将它强咽下肚。大麦青
汁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就此，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了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
营养科营养学专家徐超。

“大麦青汁含有不少黄酮类物质，
因此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抗炎性，
但不少蔬菜都含有黄酮类物质，并非
大麦青汁所独有。”徐超表示，大麦青
汁来自于绿色食物，含有较多维生
素、纤维素以及矿物质，有一定的健
康益处（不是功效）。毕竟它的主要
成分就是纤维素，对于吃肉多、吃菜
少的人来说，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确实
是有利健康的。

只不过，大麦青汁有的营养元素，
其他的绿色植物中也同样有。跟许多
常规的绿色蔬菜相比，它们不见得更
多，也没有任何优越的地方。“青汁的
营养价值也并没有比蔬菜水果更好，
把青汁当作普通的食品来改善口味或
者吃不够蔬菜时的补充剂就好。”徐超
表示，一般来说，青汁中各种原料当然
都会选用安全无毒的，榨汁喝也不会
有不妥，只要产品本身质量合格，不用
太担心安全问题。

既然青汁如此鸡肋，为什么在国
外那么火呢？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欧美一些国家的肉食比较便宜，蔬菜
种类少且贵，可能会造成饮食中的膳
食纤维和一些水溶性维生素、矿物质
摄入不足，大麦青汁含有膳食纤维、维
生素、矿物质，价格也算亲民，可在三
餐之外补充营养素。

“这就是一种普通食品，没有宣传
中那么神奇夸张的功效。”徐超表示，
大麦青汁跟西兰花、菠菜等普通蔬菜
的营养价值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优势，只要平日的饮食中“绿意盎然”，
根本没必要额外喝青汁。

泡脚助眠别随便加料
专家提醒：中药泡脚只是辅助治疗，切勿当成治病方法

“小气泡”：给你的脸更深层次的清洁

多倾诉和找兴趣

1、产后抑郁情绪一般在
产后两三天出现，大概十天左
右会自动消失。如果产后一
个月内情绪持续抑郁，而且症
状越来越严重，不要否认病
情，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如果
期间出现过好转，积极自我调
整，要意识到，孩子的成长一
定是家庭的问题，不是某一个
人的问题。

2、多倾诉，和别的妈妈交
流，出去走走，不要封闭在带
孩子的小环境里。可以找到
一个能提高自己兴趣的东
西，比如给孩子做一些工艺
品等，让自己快乐起来，孩子
也会快乐，不要执着于不快
乐的事情。

（徐晗溪 辑）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一个小生命的降临，会给全家人带来幸福喜悦。然而，有一种痛苦也可能会悄
悄降临，随时想要夺走你的快乐，甚至让人痛不欲生。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科专家
徐明雅提醒，产后抑郁是一种容易被家庭所忽视的心理疾病，夺走了许多产妇及婴
儿的快乐甚至生命，让她们的家庭陷入崩溃之中。女性在孕期和产后若出现抑郁表
现，应及时寻医就诊，家庭成员也应重视和理解，帮助女性度过产后“阴霾期”。

泡脚的注意事项

1、水温40℃至45℃，
从 40℃ 开 始 逐 渐 增 至
50℃，不应超过60℃。

2、最好是在晚饭后
1小时开始或临睡前。

3、脚部皮肤感染、
肺炎等疾病发热期、严
重心脑血管病等均不宜
泡脚。

4、部分糖尿病足患
者对痛觉、水温的感觉
反馈机制失灵，烫伤也
浑然不知。

（徐晗溪 辑）

医生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