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不生气就不生病”，生气
就像是一场“大地震”，气在心情，伤在
身体。生气也许已悄悄“震裂”了你的
身体。

生气会伤心。当人暴怒时，肾上
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多，血管
收缩或冠状动脉痉挛，血液粘稠度增
加，因而容易导致心肌缺血、缺氧，从
而引起心绞痛和心肌梗塞，甚至会出
现心律失常、心脏骤停，以致引发猝死
的可能性。

心脏病早期易生气。脾气暴躁很
可能成为疾病的先兆或是导火索。心
脏病患者的早期症状同样也是脾气突
然变差、容易发怒，而且五六十岁的老
年人正是高发人群。

胃和情绪的关系很亲密，当人的

心情愉快，食欲也会大增，心情不好，
想吃也吃不下，所以有“气饱了”这
一说。

不同情感反应对胃肠道的影响是
有相应研究的。忧郁的、缺乏自信的
个性，往往和胆汁反流性胃炎、消化性
溃疡的发病有关；亢奋的、暴躁的人容
易胃出血；悲哀、应激反应，都会引起
胃肠道黏膜的急性出血性炎症。

俗话说“怒伤肝”，愤怒爆发出来伤
了肝，但若隐忍着又会导致肝气郁结。

满腹牢骚、经常发怒的人比心态
平和的人易患肝病。脾气不好、容易
生气发怒的人，往往会发生肝脏功能
失调乃至器质性病变的可能。

研究表明，肝脏内分布着丰富的
交感神经，气恼忧愁会直接导致肝细

胞缺血，影响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
一个人每月发怒 5 次，肝病发病概率
可增加一倍。

对女人来说，心态好比吃得好更
重要。心情不好是乳房养生的大忌。
据乳腺癌流行病学调查，情绪波动大、
喜怒无常、焦虑抑郁的人比较容易患
乳腺癌，乳房增生性疾病也会更多见。

呵护乳房，不能简单停留在追求
外表的美观上，更重要是的维护乳房
健康，保持乳房正常的生理功能，减少
疾病发生。而最简单的就是首先有个
好心情，少生气。

情绪能致病，也能治病。适度的
情绪发泄，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好
处。但是总是生气、愤怒就会带来健
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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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家简介

秋季养生 瓜果为伴

秋雨阵阵，凉风习习，秋天悄悄
地登上了舞台。俗话说“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在秋季这个滋润进补
的季节，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水果，
来调整体内的平衡，加强人体免疫
力，还可为冬季养生做好准备。

金秋燥气主令，气候干燥，容易
伤肺，空气中缺乏水分的滋润，人
体常表现出诸多“津亏液少”的秋
燥症，人们常会口鼻干燥、渴欲不
止、皮肤干燥，大便秘结、甚至出现
肺燥咳嗽等各种秋燥病症，所以要
避免老姜、生葱、生蒜、胡椒、花椒、
芥末等辛辣香燥之品。如今大量
上市的应季新鲜水果，富含人体所

需 的多种营养物质，不仅能大饱口
福，还具有滋阴养肺、润燥生津之功
效，能治疗与肺有关的疾病，还是秋季
润燥养生的美食。那么秋季养生吃什
么水果好呢？

1.秋梨：润肺化痰首选
梨，味甘微酸、性凉，入肺、胃经，

具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解酒的作
用。梨常用于热病伤阴或阴虚所致的
干咳、口渴、便秘等症，也可用于内热
所致的烦渴、咳喘、痰黄等症。

梨是令人生机勃勃、精力十足的
水果。它水分充足，富含多种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碘，能维持细胞组织的健
康状态，还能软化血管，促使血液将更
多的钙质运送到骨骼。

2.山楂：钙含量最高，适合女性和
儿童

山楂，味酸甘、性微温，能消食健
胃、行气活血、止痢降压。生山楂还有
消除体内脂肪、减少脂肪吸收的功效，
减肥的人可以多吃。山楂含钙量在秋
季水果中最高，每百克果肉中含钙 52
毫克。孕妇和儿童对钙的需求大，这两
类人群不妨在饭后吃点山楂。此外，山
楂里因含三萜类烯酸和黄酮类，也被称
为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小能手”。

但是，可别为了减肥过量食用，尤
其是胃肠功能弱的人，长期吃生山楂
可形成胃结石，增加发生胃溃疡、胃出
血的风险。因此建议，最好将山楂煮
熟或泡茶吃。

3.石榴：含膳食纤维最高，既防便
秘，又治腹泻

石榴，味酸甘，可化生阴液，如水
行舟，生津润燥，治疗时病燥邪；还具
有明显的收敛作用，能够涩肠止血。

石榴每百克可食用膳食纤维的含
量最高，为 4.8克。区别于玉米等粗粮
的是，石榴中所含的膳食纤维具有水

溶性，在人体消化道中不会被酶所分
解，可以吸水膨胀，从而大大增加了粪
便的体积，既可以防止便秘，又能缓解
腹泻症状。同时，肠道中的细菌可利
用这些纤维素进行发酵，产生 B 族维
生素。

4.鲜枣：软化血管、抗癌降压
鲜枣，具有健润脾胃、养血、补气

的功效，气血两虚、脾胃虚寒的人适宜
多吃，一天吃 8-10个即可。需要注意
的是，痰多和大便秘结者要谨慎食用，
因为枣偏热，会助火生热。

鲜枣相比其他秋季水果，多项营
养元素含量均居首位，如维生素 C、
钾、镁等。维生素 C可软化血管、预防
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

5.柚子：碳水化合物最低，糖尿病
患者的首选

柚子，味甘、酸，性寒，具有健胃、
润肺、补血、清肠、利便等功效。现代
医药学研究发现，柚肉中含有非常丰

富的维生素 C 以及类胰岛素等成
分，故有降血糖、降血脂、减肥、美肤
养容等功效。经常食用，对高血压、
糖尿病、血管硬化等疾病有辅助治
疗作用，对肥胖者有健体养颜功能。

一般人每天食用量最好别超过
200 克，一天一大瓣即可。中医认
为，柚子性寒，因此，身体虚寒的人
不宜多吃。

6.柑橘：止咳化痰助消化首选、
维生素B1冠军

柑橘，养阴生津助消化，有止咳
化痰的功效，肺部不适的人比较适
宜吃。在柑橘盛产的秋季，不妨每
天吃 1-2 个柑橘，来补充身体所需
的维生素 B1。

吃柑橘千万别把橘瓤外白色的
筋络扯掉，这一部分对人体的健康
非常有益。橘络具有通络化痰、顺
气活血之功，不仅是慢性支气管炎、
冠心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的食疗佳
品，而且对久咳还有辅助治疗作用。

新华医院派遣专家、崇明
区医学重点学科负责人，现任
新华医院中医科副主任、新华
医院崇明分院中医科主任、主
任医师

擅长：内科杂病、肿瘤术后
调理、妇科身心疾病如月经不
调、痛经、更年期综合征、多囊
卵巢的诊治。

门诊时间：星期三上午

倪建俐

在国外遇到这些
情况怎么办？

遇到航班延误等原因导致与航空
公司、机场服务人员发生冲突；对食宿
安排、服务态度不满；等候时间过长；
无人理会；航班满员被拒登机；证件或
机票遗失被拒登机等，或在大型游轮
遇到类似问题，该怎么办？

建议首先了解购票时与航空公司
就有关问题的约定。如系天气原因、
空中管制等问题导致的航班延误，属
于不可抗力，航空公司一般无须承担
违约责任，请您理解并保持耐心，配合
航空公司的工作，等待进一步通知。
如系飞机机械故障等航空公司自身原
因导致的航班延误，通常航空公司会
根据相应规则向旅客做出安排，详情
请咨询相关航空公司。如对相关安排
不满，建议通过导游、旅行社等或自行
与航空公司积极协商解决。若协商无
果，可向当地主管部门投诉，或循法律
途径维权。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也可应
请求提供律师、翻译名单。建议您通
过理性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切勿采取
过激手段，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没有行
政权和执法权，不可以仲裁或解决您
与他人的纠纷，也不可以代理索赔、退
票、改签等事宜。

如因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动
乱、社会动荡等不可抗力被困在旅行
目的地国，该怎么办？

如您跟随旅行团出行，遇不可抗
力被困，请与领队或组团社沟通协商，
按照我国《旅游法》相关规定解决问
题。如果您是个人出行，请您联系中
国驻外使领馆，把您的相关情况、联系
方式告知使领馆，使领馆将视具体情
况向您提出有关建议，并在职责范围
内提供协助。如您是公司外派人员，
请您立即将相关情况报告派出公司，
并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派出公司有
责任和义务安排您尽快摆脱困境，使
领馆将视具体情况予以协助。

特别提醒：
请密切关注外交部和有关驻外

使领馆发布的安全提醒，不前往已发
布“暂勿前往”级别安全提醒的国家
或地区旅行。如您所在地属于外交
部新发布的“暂勿前往”安全提醒所
提示的区域，请远离危险地区，加强
安全防范，保存好重要证件和资料，
储备必要的食品和药品，在确保安全
情况下尽快离开。鉴于上述国家或
地区的特殊情况，如中国公民在提醒
发布后仍坚持前往，有可能导致当事
人面临较高安全风险，可能影响其获
得协助的实效，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
由个人承担。

1.与租车、船公司以及出租车司
机之间产生纠纷，该如何处理？

若与租车、船公司以及出租车司
机发生经济纠纷，请您协商解决。若
协商无果，且认为被敲诈勒索的，可联
系当地警方介入处理。为避免出现问
题，请务必事先与商家签订合同或做
出约定，并明确纠纷处理办法

2.因没有驾驶证的公证件，租车
公司拒绝交付车辆，应如何处理？

请先确认目的地国有关交通法规
是否许可持外国驾照驾车，勿轻信商
家任何口头承诺。如属允许持中国驾
照短期驾车的国家，一般需在国内提
前办好翻译公证及中国外交部或地方
外办以及目的地国驻华使领馆双认证
手续。如未在国内办理，您可联系当
地法定翻译机构及公证处办理相关证
明，具体以目的地国规定为准。

3.国际驾照是否适用于各国？
各国对驾照要求不一，建议您事

先了解目的地国及租车公司有关具体
要求。

□ 海外领事保护与旅游安全指南

遇到租车问题怎么办？

被困在旅行地他国怎么办？

遇到航班延误等情况怎么办？

（上接1版）翘首期待一年一度的花车
表演。当花车经过时，沿路的市民都
被炫丽的花车所吸引，大家纷纷拿出
手机、相机，拍下花车经过时的美丽瞬
间。观看花车表演的队伍中，最兴奋
的莫过于孩子们，他们在大人的陪伴
下，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观看每一辆
花车。

崇明中学还组织新疆班的高一新
生前来观看花车表演，当花车经过时，
学生们挥手欢呼，特别是看到队伍中
有来自自己家乡的花车时，更是格外
激动。

2019 上海崇明生态文化旅游节
将持续至 11月 20日。

花满瀛洲
生态共享

□ 人民日报

常生气可能有这些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