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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吧

朝开夕落的牵牛花
夏日清 晨

走在路上，你会
看到一朵朵牵
牛花在柔和的
阳光中开放。牵
牛花开花的过
程也很奇特，先
由螺旋状的蕾
头渐渐地展开，
形成小五角星
的形状，再慢慢
展开形成旋转的风车状，渐渐扩张成稍大一点的五边形，最后才会
形成近似喇叭形的花冠。大约到中午，花就会凋谢。因此，牵牛花在
多地也被称为“朝颜”。那为什么牵牛花会朝开夕落呢？这是因为牵
牛花开放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 早晨的空气比较湿润，阳光比较柔
和，对牵牛花来说最为适宜。 这时，牵牛花花瓣内侧的上表皮细胞
比花瓣外侧的表皮细胞生长得快，花瓣呈向外弯曲状，花就开了。
而中午时阳光比较强烈，空气会变干燥，娇嫩的花朵会因为缺少水
分而慢慢萎谢。

李星洁

病叟胸中一物无，梦游信脚到华胥。
觉来忽见天窗白，短发萧萧起自梳。

———宋·陆游《杂赋》
这首诗的末句介绍了一种历

史悠久的养生保健法：梳头法。 古
代男女都蓄长发，故而梳头不是女
人的专利。梳头不仅可以令人整洁
还有保健的功效。《养生论》 中提
到：“春三月，每朝梳头一二百下”。
中医认为：头是“诸阳之首”“诸阳
所会，百脉相通”。人体的重要经脉
和四十多个大小穴位，以及十多处
特殊刺激区均聚于此。经常用梳子
梳理头发，能疏通经络，活血化瘀，
改善头发营养。用脑过度感觉疲劳
时，梳头数分钟，则会感到轻松舒
适。“发为血之余”，常梳发还可使
头发根部血液循环加快，细胞得到
充分营养，从而令发根坚固，发色
黑润，并起到耳聪目明、醒脑提神、

养生保健的作用。 明朝养生学家冷
谦，在其所著的《修龄要指》一书
中，提出养生“十六宜”，其中第一
宜就是“发宜常梳”。

除此之外， 梳头还有助眠的作
用。 苏东坡对梳头促进睡眠有深切
体会。 曾说：“梳头百余下，散发卧，
熟寝至天明”。宋人郭尚贤在其著作
《清异录》 中称道：“梳头洗脚长生
事，临卧之时小太平”，可见，每天睡
觉前泡脚梳头确实有助睡眠。

对于梳子的材质，塑料不合适。
中医认为木梳，尤其是枣木、黄杨木
木梳最好。更奢侈一点的，可以用牛
角梳或者玉制的。 牛角梳子具有清
热去火的保健作用；玉梳更有“除中
热，解烦懑，润心肺，助声喉，滋毛
发、养五脏、安魂魄、疏血脉、明耳
目”等诸多功效。

刘欣

诗词中的养生之道

丝 丝的质地轻薄，亲肤性很好，柔
软能散热， 夏季可以迅速散去热量，让
人感觉凉爽，是适合所有人选用的夏季
衣料。蚕丝面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
护人的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 同时，丝
绸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它含有丰富的
氨基酸， 在接触皮肤时能增进细胞活
力， 帮助皮肤维持表面脂膜的新陈代
谢。但丝绸只能干洗，否则易变皱褪色，
很难打理。

麻 用作纺织材料的麻纤维主要是
韧皮纤维，包括苎麻、亚麻、黄麻、荨麻
等。 麻质衣服强度极高，吸湿、导热、透
气性甚佳，抗霉菌性也不错，不易受潮
发霉。但它的布料较为粗糙、生硬，穿着
不太舒服，不适合婴儿及有皮肤疾病的
人群。

棉 棉属于普及性的夏季衣料，触
感干爽，面料柔软舒适，质量较轻，透气
效果好，具有极佳的降温功能和较好的
吸湿性，能让肌肤变得清爽。 棉纤维对
肌肤无任何刺激和副作用，卫生性能良
好，并且棉质的衣服便宜好洗，但就是
易皱。

再生纤维素纤维 再生纤维素纤维
是以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纤维素物质
（如棉短绒、木材、竹、芦苇、麻秆芯、甘
蔗渣等） 提取纤维素制成浆粕为原料，
通过适当的化学处理和机械加工而制
成的。莫代尔便是再生纤维素纤维的一
种。 莫代尔制成的衣物手感滑爽，悬垂
状好，面料光泽亮丽，还有耐磨、防皱等
特点。 郑玉婷

居家

如何选择正确的
消毒外用药

红药水是 2%的汞溴红水溶液，通
过汞离子解离， 与细胞的蛋白质结合，
达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不过，红药水穿
透性弱，杀菌、抑菌作用有限。 并且，汞
并不安全，对人体有较大威胁，红药水
不适宜用作大面积皮肤或较大较深的
伤口消毒。 而紫药水由于有甲紫的成
分，因此显紫色，它只有抑菌效果，没有
杀菌功能。 另外，甲紫也已被国外试验
证实会诱发癌症，有破损的皮肤应该禁
止使用。

用酒精消毒伤口也较为常见，市面
上多为 75%浓度酒精， 但其刺激性大，
极易导致伤口疼痛或疼痛加重，一般不
用于表皮缺损的创面上。

目前，碘伏应用较为广泛，它对于
大多数细菌包括霉菌都有杀灭作用，且
刺激性比较小。 临床上，医生也将碘伏
用于手术前和各种注射部位皮肤消毒，
家中也可以常备碘伏用以消毒伤口。

还有一种错误做法是，不少人在伤
口发炎时，会把平时吃的消炎药粉末敷
在伤口上。 以内服的抗生素药物为例，
抗生素必须通过体内代谢转化，才能起
到杀菌的效果。 而涂在皮肤上，药粉中
含有的赋形剂、防腐剂、稳定剂等物质
反而会对创伤形成刺激；同时，粉状药
物长时间与伤口接触后，容易形成一层
膜状物， 阻碍炎症反应的热量释放，还
会减缓伤口的愈合。

方圆

健康

保健

心里烦躁 吃点石榴
中医认为，石榴味道酸甘，归心、肝、胃、

肾经，有疏肝柔肝、宁心定志的作用。
石榴入肾，有补肾精、强腰膝的作用，它

含有丰富的锌、 镁等微量元素。 当体内缺锌
时，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引起抑郁、
焦虑情绪等，对青少年影响最为直接。补充锌
元素，不但能够促进身体生长发育，还能够促
进智力发育，有助于开朗向上性格的形成。人
体缺镁时，可表现为抑郁、恐惧、情绪紧张、眩
晕或肢体痉挛等，而吃含镁丰富的石榴，恰恰
可以调节体内电解质平衡， 增强中枢神经系
统细胞膜的稳定性，有安神作用。

石榴甘味入胃经，具有滋胃阴，清胃热，
促进营气生成，改善大脑功能的作用。石榴果
实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促进人体分泌胰
岛素， 有助于控制大脑细胞间的神经脉冲传
输，让人心情平静、精神放松。

此外，石榴中还富含多酚类物质、黄酮类
化合物及植物雌激素，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
基，改善机体新陈代谢。 摘自《生命时报》

一碗清粥，
散去梅雨季的闷湿
梅雨季节的闷热和潮湿， 常常会叫人失

去了胃口。 这种对于食物的倦怠和炎夏时候
的疰夏不同， 是一种明明想吃东西却想不出
吃什么的烦闷。一碗带有咸味的清粥，是此时
最好的解药。用鸡汤、鸡胸肉丝和大米慢熬成
粥， 之后再撒上一把新鲜的带有生青气的豆
苗，夏日里的清爽，或许就是这个味道。

原料：鸡汤、煮熟的鸡胸肉、高山豆苗、大
米、姜末、葱末、酱油及糖

做法：将煮熟的鸡胸肉拆成细丝，备用；
高山豆苗洗净后切碎， 备用； 大米淘洗干净
后，用清水浸泡大约 30 分钟；将浸泡后的大
米放入锅内， 按照 1 份大米、5 份水的比例，
加入 3 份水和 2 份鸡汤，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
慢煮； 等粥煮到 8 成熟时， 加入煮熟的鸡胸
肉，待煮开后，撒上高山豆苗，顺时针稍许搅
拌即可出锅；将姜末、葱末、酱油和糖根据个
人口味混合成秘制酱油， 吃粥时可根据个人
口味适量加入秘制酱油调味。 刘嘉郦

膳食

夏天哪种布料
最凉快

梳头养生

如今， 过快的生活节奏使得手机、
电子阅读器成了很多人的“掌中书”。 同
样也有一些人坚持阅读纸质书，在油墨
书香营造出的独特氛围中，让自己的心
静下来。 那“书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呢？

在古代，人们就非常讲究图书的形
式美， 将书籍装帧作为一门高雅艺术。
而我们常说的“书香”一词，也并非空穴
来风。 古人对书籍爱护有加，不仅会用
加了香料的墨汁、 糯米调制的糨糊，书
页中再夹上香芸草，成书后再配以檀木
书匣，这样拿到手的书，打开就有香味
溢出，让人如痴如醉。

现在，我们市面上购买的书籍都是
由印刷厂印刷生产的。 印刷油墨是由颜
料、连结剂、溶剂，还有一些辅助增稠
剂、稳定剂组成。 在印刷过程中，为了把
颜色留在纸张上，需要使用着色剂。 但
是着色剂很粘稠，必须添加一些稀释剂

来进行稀释，稀释剂就是有机溶剂。 过
去比较好的有机溶剂都含有纯苯，闻起
来有一股香味，这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
油墨香，但苯是致癌物，对人的健康有
害，长期在苯超标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会
产生头晕、疲倦、食欲不振、白血球减
少，严重者可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或白
血病。 所以我国规定，有机溶剂中不能
含苯。 现在印刷厂所用的有机溶剂主要
是乙醇、异丙醇、丁醇、丙醇、丁酮、醋酸
乙酯、醋酸丁酯等，然而，这些物质有一
股刺激性的味道，这也就是造成现在的
新书或新杂志相比较于以往，气味更加
难闻的原因。

油墨中的颜料颗粒很小，吸附能力
很强， 虽然在印刷时已经加热干燥，但
由于时间短、速度快，往往干燥不彻底，
特别是上墨面积较大、墨层较厚的印刷
品，其残留溶剂较多。 由于新书或新杂
志印刷后往往会包装储存一段时间，没

有在空气中充分散发，所以新书的气味
就更大一些。

书籍离不开纸张。 不管什么印刷纸
都是木材、废纸等原材料打碎后制作成
纸浆，再过滤晾干后形成，主要是物理
工序，里面只有很少量的化学物质。 而
新书或者新杂志的气味有时候也和纸
浆有关系，因为越是高级的纸张，其粉
碎、研磨程度越高，生产过程中添加的
成分就更复杂。

与新书的“油墨味”不同，当我们置
身于图书馆或二手书店，会嗅到带有怀
旧气息的书香味， 很多人会认为它是

“木头味”。 但经过对图书馆的气体采集
后，进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分析，结果
表明，苯甲醛具有特殊的杏仁味，香草
醛会释放香草味，乙基乙醇带有一点花
香， 乙苯和甲苯也会释放出甜香味，这
些共同构成了旧书的书香味。

周子毅

书香从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