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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时间里!你是否有很多的情绪拧巴在
一起" 对生活的#对工作的#对股市的#对情感的
$$希望一切的状态都满意% 可到了冬季!在这个
年底!不快的情绪依然驱之不散& 我们有必要寻找
一些快乐的方式&

冬季抑郁!

尽管很多不快乐和抑郁状态是因为个人内在
的原因!但因为冬季季节'气候的原因!也引发了
某些情绪的产生&

冬季万物收藏! 人体机体则以肾脏阳气内藏
为特征& 而阳气会使人产生兴奋& 阳气内藏后!有
的人就会出现情绪低落#慵懒乏力#嗜睡和少食!

对所有事情都降低了兴趣& 当来到春天!这些情况
多会消失!这也就是冬季抑郁症& 那些积极#开朗
的人!一般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气血瘀滞 让人不快乐
身体内的阳气内藏! 与外界的昼短夜长不协

调& 阳气的推动#激发和兴奋的功能降低& 气血运
行受到影响时!气血会出现瘀滞& 当肝气瘀滞时(

情绪就会低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食欲降低'工
作效率低等& 当心气瘀滞时(就会出现贪睡多梦'

睡眠质量差等& 当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时!这些
情况会更明显&

饮食助乐
若想赶走抑郁'不快乐的情绪!首先要学会心

理调整!调整自己合适的期望值!学会合理规划'

安排时间!保持乐观的心态& 另外!饮食上我们还
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

选择养心安神的食物! 饮食上可以多选用一
些振奋阳气!疏肝理气!养心安神的食物!如韭菜'

葱'蒜'香菜'腊梅花'玫瑰花'莲子'大枣等&

保证足够的能量! 寒冷的季节需要热量温暖
肠胃和心情! 保证足够的能量是必须的& 不要挑
食!不要拒绝主食& 同时!缓解抑郁还需要充足的
优质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畜'禽'鱼肉'蛋类'奶
类一定要保证!蔬菜和水果最好要新鲜&

油脂少一些!成人一定要控制油脂的摄入量!

每天应控制在
")

克以内& 因为油脂能够让人心情
趋于平缓!而抑郁本身就是一个不够兴奋的状态&

亮丽食物增食欲!当肝气瘀滞时!常会影响到
我们脾胃的消化功能& 因此!烹饪时!可以多选择
一些味道鲜美'色彩艳丽'能提高食欲并且容易消
化的食物& 比如葱爆羊肉'什锦蔬菜沙拉'什锦水
果沙拉'紫包菜'五彩椒&

快乐方程式
生活的一份快乐是满足!许多快乐就是幸福&

快乐的方式也不仅是一种! 很多方法我们可以身
体力行&

晒晒幸福的日光浴! 每天进行一定的户外活
动!在阳光晴好的日子也别忘在冬日晒晒日光浴&

按抚头部!轻轻敲打全身各处对气血的运行'

心情的舒畅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特别是按抚头
部皮肤或者慢慢地扭动颈部效果尤为显著& 头部
是人体阴经和阳经交汇之处! 对这些地方的刺激
对调节人体全身气血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其他方式!听音乐'旅行'泡脚!使用一些精
油!如薰衣草'洋甘菊'甜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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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身体的快乐密码

燕窝的营养价值众人皆知!对女士可
滋阴养颜)对孕妇可补充丰富的蛋白质和
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 对男士可润
肺!益气!帮助抽烟的男士去除烟燥和工
作劳心者恢复精力) 对体弱者则可益气!

补中!补而不燥!润而不滞&

燕窝之于女人! 更象征着娇宠与呵
护&在水中浸泡!一盏燕窝从坚硬到柔软!

女人的温柔也随之荡漾开来&爱美的女人
用心在品尝!美不仅体现在肌肤!更透漏
在温雅的神色之间& 少食多餐!一次

"+'

克!每周
,%"

次!循序渐进!不急不躁!是
吃燕窝的方法!日积月累!由内而外!美润
如玉&

燕窝!钻石!香水是女人奢侈消费的
三件商品&自古以来

-

女为
悦己者人容

-

!养颜美容是
女性永恒的追求&

而燕之屋的出现 !更
直接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有
位女士在燕之屋食用三次
燕窝! 即觉得睡眠安稳

.

脸
色红润& 燕窝有如此功效!

是因为
-

燕窝酸
-

的作用&

燕窝的神奇!尚待科学家们
去研究揭秘!但其食补功效
屡被见证!已毋庸置疑&

燕之屋是全国首家开

创燕窝连锁专营企业! 数百家
连锁店遍布大江南北& 燕之屋
独创集燕窝休闲!美食!文化和
服务于一体的经营模式& 燕之
屋内特设温馨高雅品燕阁!备
有五十多种新鲜口味的燕窝现
点!现炖!让您轻松享用(除了

在店里内堂吃!还可将美食免费外送至您
指定地点&此外!数十款豪华精美礼盒!让
您

-

礼送健康!品位尊贵&

-

最近!代言燕
之屋的刘嘉玲面对媒体记者说(

-

为了感
受燕之屋的美味!我特地到上海的燕之屋
连锁店品尝!觉得不错!才代言的&

-

////

燕之屋在国内率先设立专业的燕窝
技术研发中心!研发高端!健康!安全的燕
窝食品!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历经数载!

成功研发并已上市的系列产品有(燕窝营
养素!燕窝面膜!多款即食!燕窝现金卡!

燕窝美食卡等& 群燕汇萃的燕之屋!为您
提供多种选择!满足您的不同要求!让您
随时随刻享受燕窝生活& 享受燕窝!就在
燕之屋&

燕之屋燕窝讲堂

女人!是世界的魅力之源&

女人味!是女人的魅力之源&

女人的美来自哪里"娇媚容颜"

玲珑曲线"万方仪态"还是身心灵的
和谐" **

一个大男人说!女性美!是一种
内秀外华!或秀外慧中% 可以感受!

却难以说清%

原来!女人的魅力!源于体内一
直有个神秘的雕塑家在暗中发挥作
用%它就是女性荷尔蒙!其中最重要
的是雌性激素% 如饱满挺拔的乳'

玉润珠圆的臀'润滑如丝的肤'娇艳
欲滴的嫩'温婉可人的柔'光艳袭人
的媚**没有一样不是雌激素的功
劳% 对于女性!荷尔蒙枯竭了!她的
健康美丽也就到头了%

女人的一生要拐
'

道弯% 每道
弯都是激素的杰作% 如青春期'孕
期'产期'哺乳期'围绝经期+绝经
前'中'后,% 前

*

道弯!成就做母亲
的完美之梦% 女性恐惧的是过早进
入大踏步走向衰老的围绝经期% 过
去! 更年期发生在

*'+',

岁之间!

现在已经提早到
*!

岁%隐性更年期
开始得更早!一般在

"&

岁% 由于卵
巢功能减退'性激素分泌减少!会出
现一系列躯体及精神心理症状!如
月经紊乱'皮肤干燥'脾气暴躁'健
忘'失眠'便秘'肥胖'胸闷'气短'敏
感'盗汗'血压性情波动等等!年纪
轻轻!备受折磨'十分痛苦% 感到生
活的天空顿时都黯然失色了%

科学表明!每个人从
,'

岁达到
生理鼎盛期之后!逐步走向衰老%因
各人体质'生活方式'健康意识'保
养方式等不同!衰老步伐快慢不一!

有的会急转直下%

许多女性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

忽而战痘!忽而祛皱!忽而拉皮!忽

而美白!忽而嫩肤!忽而瘦身!忽而
通便$$按下葫芦浮起瓢! 总有解
决不完的问题%其实!主要是没有找
到关键切入点%女性保养!从平衡内
部激素做起!才是治本之策%

激素!既是天使!又是魔鬼% 科
学界发现口服或注射雌性激素能诱
发乳腺癌等!不到万不得已!建议别
轻易碰它%基于安全需要!不少女性
在补充一种具有微弱激素效应的植
物类雌激素---大豆异黄酮! 有的
女性!出于高度警惕!仍然什么都不
敢接触%

皇天不负有心人! 科学家终于
为我们女性找到一种叫做植物甾醇
的天然物质! 它被列为人体必需的
营养素之一!人人需要!天天需要%

它不仅像
01

'

02

一样帮助人体清理
体内垃圾! 排毒解毒! 美白平皱保
水!还能降低胆固醇!瘦身减肥!能
让人变得年轻%特别是!甾醇能双向
调节女性雌性激素'多降少补%能让
女性变得更加鲜活'更富有女人味!

提高性福指数! 深受世界各国上层
女性喜爱%如今!在西方已经成为一
种女性保养青春的时尚用品% 美国
的权威机构

345

! 还将甾醇列为优
先推荐的食品添加剂%

植物甾醇的发现与使用! 预示
着女性青春常驻的新时代已经来
临% 欢呼吧!朋友们.

女人一生要拐 !道弯 文
!

本报记者 何曼莉

浦康好女人魅力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