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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达人⇨

董卫平：三个好习惯促健康

文/祝天泽 乌黑的头发，白皙
的脸孔，清晰的思维，谈吐十分活
跃。也许是注重保养，看上去比实
际年龄轻了十多岁。他就是我的光
明中学校友、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
董卫平先生。
董卫平毕业于上师大美术系，
任上海博物馆陈列设计部设计师。
40 多年来他参与设计了许多中外文

■ 教你一招⇨

物、书画展览，近年来则推出了陈逸
飞画展和“吴湖帆”
“ 董其昌”
“ 万年
长春”三部曲书画展，有的还获了
奖。2019 年退休后由于工作需要，
被上海博物馆继续留用。
董先生很重视养生。他主张人
生应注意劳逸结合，一张一弛。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会听听音乐，看
看电视，约上文艺界几位朋友一起
喝茶聊天，或者到公园里作些写生，
他说：这种生活上调剂，使紧张的神
经得以放松，身体得到舒展，疲劳逐
步得到恢复，有益于第二天更好工
作。
他生活讲究规律，每天晚上 11
时前睡觉，第二天 7 时起床，保证 8

小时睡眠。另午睡 1 小时。他说：生
物钟事关人的健康与长寿，一定要
坚持，决不能随意更改或打破，否则
会损害健康。我现在身体状况不
错，几十年来严格遵守生物钟是重
要的一条。
董先生平时有三个好习惯：一
是常年喝绿茶。绿茶中含有茶多
酚、多种微量元素和其成分，具有改
善肠胃功能，保护心血管，降血脂，
提神醒脑等功效。二是天气见好有
太阳时，他总要在温暖的阳光下晒
上一段时间。
“晒太阳是人体补钙的
最好方法，胜于食物补钙和吃钙片，
可防骨质疏松症。”三是每天要洗一
次热水澡。
“ 用热水洗澡，不仅可清

洁人体皮肤，还可疏通人体经络，促
进新陈代谢，恢复疲劳，减轻人体压
力等作用。
”
董先生爱好收藏，家中收藏了
沈鹏、郑辛遥、夏葆元、马承源等人
的书画作品，有时拿出来细细欣赏，
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摄影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他先
后去过美国、欧洲十二国、日本、韩
国、东南亚各国等，一路走来一路拍
摄，累积了一万多张照片。董先生
分类整理成几大本照相簿。有时朋
友来家，他会拿出来翻翻，与大家一
起分享美好的瞬间和生活的乐趣。
人们都说：董先生是个很懂得生活
的人！

四是奶味重的
宝宝。宝宝容易成
为蚊子进攻的对象，
原因有两个：一是宝
宝没有挡驾的能力，
蚊子更容易叮咬。
二是宝宝身上有又
香又浓的奶味，蚊子
会因为奶味而叮咬。
五是孕妇。有研究显示，孕妇
被蚊子叮咬的机会会比其他女性高
一倍。这是因为孕妇呼出的气体中
含有多种易招蚊子的化学物质，并
且她们的腹部温度较高，皮肤表面
的挥发性物质也相对较多。
六是喝酒的人。有研究发现，
在室外喝上一两杯啤酒，被蚊子叮

咬的概率会增加 15%。科学家分析
指出，饮酒后的体味改变和呼吸变
化，会让人更易招蚊子，且饮酒会使
身体防御蚊虫叮咬的能力下降。
七是化妆的人。研究发现，许
多发胶、护手霜、洗面奶等化妆品因
为含有特殊的气味，对蚊子的诱惑
力非常强。
良宣

七种人夏季招蚊子

炎炎夏日，最让人烦恼的，莫过
于蚊子。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
现，有的人很少被蚊子光顾，而有的
人却特别招蚊子。明明好几个人在
一起，其他人一点事儿都没有，就
他/她一个人却浑身是疱。今天就
教大家看看，你是不是蚊子喜欢的
人？一个人是不是招蚊子，主要是
看他（她）散发的气味有多强，以及
排出的二氧化碳有多少。因为，人
体排出的二氧化碳是引导蚊子找到
猎物的有效信息，汗液也是觅食信
号。因此，下面 7 种人群比较容易
招蚊子。
一是出汗较多的人。人体的汗
液中含有大量氨基酸、乳酸及氨类
化合物，蚊子对此非常敏感，一旦嗅

到这些物质的气味就食欲大开。
二是体温较高、呼出二氧化碳
多的人。蚊子的触角里有一个受热
体，对温度十分敏感，让它在 50 米外
就能通过触角锁定好“目标”。因
此，体格魁梧，容易出汗的人比较吸
引蚊子；此外，在运动后，人体呼出
的二氧化碳增多，环境中二氧化碳
浓度相对较高，对此敏感的蚊子会
闻味而至。
三是穿着深颜色衣服的人。蚊
子最喜欢在弱光环境下吸血，因为
衣服颜色过深对蚊子没有反光作
用，容易受蚊子叮咬，而且深色衣服
的吸热能力强，蚊子又喜欢叮咬体
温较高的人，这使得穿着深色衣服
的人被叮的概率增加。

■ 饮食养生⇨

炒米汤益胃除湿
大米，学名粳米，别名白米、粳
粟米、稻米、硬米，在中国作为食物
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药用首载于
《名医别录》，其功效为“主益气，止
烦，止泄。”现代研究也证实，粳米
含有人体必需的淀粉、蛋白质、脂
肪 、维 生 素 B1、烟 酸 、维 生 素 C 及
钙、铁等多种营养成分，因此，不但
具有食用价值，亦是中医临床处方
及体质虚弱和病后调理多用之品。
夏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雨
水较多，湿热合邪，令人感到诸多
不适，如身热汗多、口渴心烦、胸口
闷、腹部胀满、食欲不振等，有人甚
至有肚子痛、呕吐、拉稀等症状，炒
米清热祛湿、健脾益气，可有效缓
解上述症状。此方出自《温热经纬》
的清暑益气汤，其中即用粳米（15
克）作为使药，可以健脾益气、益胃
和中，加强清暑益气之效，如需加
强其健脾祛湿之效，则炒用为宜。
炒米即将大米放入炒锅中，以
小火慢慢炒至表面微黄或较原色
稍深，能够闻到米香即可，可使其
酥脆，易于煎出有效物质，其产生
的焦香气，可增强健脾消食作用，
而 且 燥 性 增 强 ，更 有 利 于 除 湿 止
泻。
需要注意的是，炒大米燥性相
对较强，吃得太多、太频繁容易使
人口唇干燥、产生内热，因此，阴虚
内热、津液不足的人，即五心烦热，
容易口燥咽干的人不宜长期服用。
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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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糕越卖越贵，
品质及消费者体验须跟上
■将一支雪糕打造成普通人“吃不起”
“吃不懂”的模样，大多数消费者最终会“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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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最大蓝莓采摘园里，
沪上最大蓝莓采摘园里
，市民休闲游热情高涨
□记者 许怡彬 摄/见习记者 王金秀
正是蓝莓成熟的季节，上海青
浦现代农业园区内的 200 亩露天蓝
莓已进入盛果期。作为沪上最大的
蓝莓采摘园，种植有 200 多亩露天蓝
莓的蓝莓文化园，成了市民户外休
闲游玩的好去处。
进入园区，穿过一条郁郁葱葱
的通道，来到蓝莓文化园，映入眼帘
的是一大片翠绿的蓝莓树，枝头挂
满了一串串可爱的“蓝精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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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周末，蓝莓文化园处处人
头攒动、熙攘成群，园区内嬉笑声一
片。孩子们拎着小提篮，
不顾午后猛
烈的阳光，欢快地在田埂上你追我
赶奔跑着，偶尔驻足，随手采一把新
鲜的蓝莓，也不顾是不是深蓝抑或
仍旧泛着青、透着红，一股脑儿地往
嘴里塞，
“ 哇……”被爆浆的爽口给
惊呆了，
又忙不迭地往嘴里送果子。
据悉，200 多亩的露天蓝莓树已
有 11 年树龄，在蓝莓树中正值“年富
力壮”，成熟的蓝莓树每亩约有 500

斤左右的产量，
但今年由于三四月份
的气温较低、
阴雨天较多等因素影响
了蓝莓授粉生果，
产量略低于往年。
然而，这并不影响游客前来观
光游玩的热情。
“目前蓝莓文化园仍处于限流
状态，实施‘预约、错峰、限流’的管
控措施，按照园区最大承载量的 50%
接受预约，目前周末的日最大客流
量约 1000 多人。”上海青浦现代农业
园区恒益蓝莓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穆廷云介绍。

□导读

母亲陪我在病房里过 60 岁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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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快乐生活
安心宅家
“解锁”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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