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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热点教育 亲 之道子

教 新知教育

一位自认为挺开放、和
上初中的女儿关系也挺好
的母亲，发现女儿的朋友圈
屏蔽了自己， 感觉大受打
击，便写信问询。 在这封信
里，我看到了一位母亲的沮
丧。 本来，你一直认为自己
和孩子是交心的朋友，没想
到，在孩子那里你却是被屏
蔽的对象———人家每天发
10 条朋友圈，可 1 条都没想
过让你去看一看。

这种落差，确实一时半
会儿让人受不了。 这个落差
里，既有你对自己是否是个
好妈妈的怀疑，也有面对青
春期孩子不再与你亲密无
间心有不甘。

此外，是不是也有一份
高兴？ 孩子在生活中可以和你谈
天说地， 在网络中也有自己的一
方天地， 她对于在什么地方该说
什么话，和谁该说什么，和谁不该
说什么，很有想法和决断啊。

再说屏蔽父母也算是朋友圈
的文化之一，孩子是懂行情的。 再
完美的父母， 孩子也希望保持一
定的边界， 毕竟少年人的勃勃生
机就是向外的。 何况也没有那么
完美的父母，对吧？

有些父母会担心，被孩子屏蔽，
就很难了解孩子，遇到困难也不能
及时提供庇护。 这是有可能的，但
是我们也知道，了解一个人，不可
能只靠朋友圈。真正的关系是内心
情感的流动，是平时在一起的相互
支持和认可， 让孩子清楚地知道，
遇到事情时你始终是她的靠山。

面对正在长大的孩子， 我们
有时候只能故作大方， 吞下这些
距离。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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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来袭， 不仅影响血
液的流动性， 还会影响人的神
经系统。 不少人被寒风侵袭后，
会突然出现面部不对称、嘴歪、
眼睛合不上、刷牙漏水等症状。
中医针灸治疗面瘫有一定特
色， 可在病情恢复期针刺患侧
对侧合谷穴， 同时选取面部地
仓、阳白、太阳等穴位，配合每
天半小时的红外线、电针、面部

闪罐等治疗方法， 两周
即可自行恢复。 居家自

我按摩也可辅助治疗面瘫。
轮刮眼睑。 以两手食指及

中指分别从眼内眦向外均衡刮
上下眼睑各 50 次；然后轻揉眼
皮 20 至 30 次。

指擦鼻翼。 以两手食指螺
纹面分别从鼻根两侧向下擦至
鼻翼两旁迎香穴 50 次，在该穴
处轻揉 12 分钟。

点捻四白穴。 该穴在眶下
孔凹陷处，瞳孔直下，以食指捻
四白穴，边捻边施压力，持续 12

分钟。
掌揉颊车穴、地仓穴。 以同

侧手之大鱼际（伸开手掌时明显
突起的部位） 紧贴患侧颊车穴，
边揉边移至地仓穴往返 50次。

（摘自《生命时报》）

面面瘫瘫，，四四招招辅辅助助调调理理

作为父母， 不妨早一点告
诉孩子和同学相处的七个原
则，让孩子友谊的小船扬帆。

不用讨好的方式结交朋
友 讨好换不来真正的友谊。
人与人的交往是建立在平等
的基础上的。

对不合理的要求勇敢说
“不” 对超出原则或者不合理
的要求要敢于说“不”。你在拒
绝别人的时候，就是在告诉对
方你的边界。真正的朋友会理
解你，不会强人所难的。

不替“坏人”保守秘密 替
别人保守秘密是美德， 但是，
有一种情况除外， 那就是，当

这个“秘密”会
伤害到你或其

他人；或者，哪怕仅仅只是让
你觉得不舒服了，都一定记得
告诉家长。

远离消耗你的人 人与人
之间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和那
些看什么都不顺眼、一开口总
是抱怨的人相处久了，你自己
也会变得焦虑、悲观。 还有一
味索取、把你的帮忙当作理所
当然的人，该远离就远离。

守住身体的底线 远离带
你做危险事情的所谓“朋友”。
身体是自己的，如果对方做了
或者是企图做任何伤害到你
的身体的行为，一定要及时制
止。 如果你处理不了，记得第
一时间求助大人。

不要害怕失去朋友 朋友

之间， 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
样， 每个人的意见可以参考，
但不必一味顺从，也不用非要
争个高低。 朋友是双向的选
择，每个人都有选择朋友的权
利，也有被拒绝的可能性。

强大自己 与同学和朋友
的关系固然重要，但别忽略了
自己。 当你的能量强大了，能
力 、品格、素质都提高了 ，你
就会结交更多与自己“同频”
的人。

（摘自《燕赵都市报》）

七个原则 让友谊的小船扬帆

（本版所登偏方、 验方仅供参
考，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哮喘作为一种常
见疾病，近年来在临
床上受到广泛关注 。
哮喘急性发作期会
危及患者生命 ，造成
不可挽回的后果。 哮
喘发作后该如何做好
急救？

发现危重哮喘患
者 要及时拨打急救
电话

哮喘可以发生在
任何年龄段， 当前尚
未找出单一致病因
素， 推测与支原体感
染、细菌感染等有关。
发病后患者会表现为
咳嗽、哮喘、呼吸增快
等症状， 无法正常生
活， 还会引发其他并
发症。 哮喘患者发病
时， 建议按照以下步
骤急救：

哮喘患者发病时，家属
应帮助患者呈半卧位或坐
位，协助其抱着枕头呈跪坐
样在床上， 腰部向前倾斜，
以助患者正常呼吸。

若患者病情较重，还需
另外配备氧气瓶，及时给予
高流量供氧，酌情进行药物
治疗， 吸 β2 受体激动剂类
气雾剂。

口服或吸入药物后，患
者若无明显缓解，应及时拨
打急救电话。哮喘发作的患
者， 身边若没有家属或药
物，应做吞咽动作，这对病
情有着正面帮助。

治疗哮喘 先确保患者
呼吸道通畅

哮喘的治疗原则为确
保呼吸道通畅， 保证机体
水分及热量。 低氧血症患
者需先对其进行纠正 ，针
对烦躁不安者， 应当使用
镇静药物。 对于机体存在
合并细菌感染而不是单一
发病者， 可适当使用抗生
素。 保证机体水电解质处
于平衡状态， 根据患者病
情实施对症治疗。 针对重
症无法自主呼吸患者 ，应

当给予机械通气。
（摘自《大河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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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气温下降， 不少心脏病
患者害怕病情加重， 有的老人认
为，因为心脏长在左边，左侧卧睡
觉会压到心脏，这是真的吗？河南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病专家
林增胜说，对于正常人来说，向左
睡或向右睡都不会影响心脏。 因
为心、肺还有各种内脏器官，都是
被肋骨牢牢地包围、 支撑并保护
起来， 左侧卧睡觉并不会把身体

右侧重量直接压到心脏
上。 因此，左侧卧睡觉压

迫心脏的说法没道理。
虽然说 “左侧卧会压迫心

脏”的说法是错误的，对于普通
人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右侧
卧位对大部分心脏病患者来说
确实优于左侧卧位。

人体心脏并不是位于正中
间， 而是 1/3 偏右，2/3 偏左。
左侧卧位时， 由于心脏位于身
体中线（重心）下方，这时有更

多的血液因为重力作用回到心
脏， 心脏的负担比右侧卧位更
大。所以，心脏病患者为了减轻
心脏负担，建议采用右侧卧位。

同样的道理， 如果心脏病
患者上半身抬高，下肢下垂，可
以进一步减少回心血量， 从而
减轻心脏的负担。

此外，胃部有炎症、消化功
能低下者也建议采取右侧卧位，

有助于胃内食物的吸收和消化。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躺是

最佳推荐的睡姿，能缓解脊柱压
力，放松腰背部肌肉。 如果有的
人容易胃食管反流，左侧卧位可
能会有一定的缓解效果。

林增胜说，总的来说，还是
建议大家用自己感到最舒适的
姿势来睡觉，高效的睡眠质量才
是最重要的。 （摘自《京九晚报》）

左左侧侧卧卧睡睡觉觉会会加加重重心心脏脏病病病病情情吗吗

有个心理咨询师聊起一
个来访。 男孩 15 岁， 自卑退
缩、不上学，父母唉声叹气。前
三次见面，男孩头发遮住一只
眼睛，很少说话，一直低着头；

第四次见面时， 戴了头
箍，露出了干净的脸；

第六次见面，剪了一个清
爽发型，眉飞色舞地聊新读的
一本书，快结束时还要磨蹭一
会儿：还没跟你说最近的一个
小计划呢。

孩子的变化明显吧 ：自
信，眼里有光，愿意交流。

咨询师用了什么秘密武
器？ 做父母的可以借鉴吗？

这个武器就是：认真地听
TA 说话，无条件地寻找他们

身上的优点和
亮点，积极地给

予反馈。但与孩子的缠斗已经
快把父母的耐心和爱意消磨
掉了。

在这种状态下，孩子往往
不容易感受到欣赏，反而更多
的是我们的失望和不认可，他
们就容易关上对大人的心门。

那要怎么破呢？
你可以用这一招： 重构，

就是“打破成见”。
比如，孩子 7点半还在玩，

你问他什么时候写作业， 他满
不在乎来一句：8点，凑个整。

你看到的是问题，还是优
点？

“嗯，有仪式感，功课是重
要的事情， 肯定要凑个整来
做。”这一句可能会把习惯了被
指责的孩子给惊着。对啊，做重
要事情的时候才会找个好时

间，谁上洗手间还挑时间呢？
比如： 孩子半个月没有洗

澡了，你能看到什么优点？ “坚
持”半个月不洗澡，不容易啊，
这得多有恒心啊。你这话一说，
孩子可能噗呲就想笑了， 但是
笑过之后，这个“坚持”“恒心”
就有那么十分之一的可能 “催
眠” 到他内心对自我的评价中
去， 起码你扰动了他内在的假
定：在妈妈心中我是不好的。

需要提醒的是， 重构，不
是揶揄和嘲笑，是真的像一个
好奇的孩子，不带成见，无条
件地去发现和欣赏。

在叛逆中发现孩子的闪
光点，你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
的事情： 重塑孩子的自我评
价，重构孩子和你的关系。

（据澎湃新闻 11.18）

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欣赏孩子

““清清华华妈妈妈妈语语录录””走走俏俏网网络络是是““教教育育事事业业的的悲悲哀哀””？？新新标标高高血血压压患患者者要要不不要要用用药药
“妈妈为什么逼我学习？ ”

“为了你将来点餐的时候，可以
不看价格。 ”“为了你在累的时
候，随时可以打车回家。”“为了
你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可以住自
己喜欢的酒店。 ”……

近日，电商平台销售的“清
华妈妈语录”引发关注。该商品
有木质相框摆件、 也有墙纸形
式， 内容均为激励孩子努力学
习的话语。 这类商品在部分网
店销量不菲， 有买家评价称，
“买给孩子的生日礼物，太惊喜
了”“送给读高中的儿子， 很有
激励作用”等。

家长们为何要逼孩子学习
“儿女双全”的二胎家长瓜

瓜（化名）说，逼孩子学习的家
长大多数可能会说是为了孩
子，为了上“双一流”高校，为了
孩子以后过得更好。

但 瓜 瓜 认
为， 有时家长需

要反思的是， 就像曾经年少时
无法判断现在元宇宙、 大数据
发展趋势， 当下的自己又如何
得知孩子未来会经历什么、从
事什么职业？所以，学习的目的
是补缺和提升， 补缺指学习生
活和做人的道理， 提升指增加
兴趣和知识。

瓜瓜此前从事媒体行业，
早期只会采访和写作， 后来要
负责视频拍摄、 剪辑， 于她而
言， 学习的目的是丰富自身能
力，大学是全日制学习的终点，
但可能是行业知识学习的起
点，特别是走上社会，每个“赛
道”都从起点开始，所以长辈们
会说学无止境。

瓜瓜说， 孩子在学校的学
习，关键还是培养习惯。她让女
儿从小学习钢琴， 是因为认为
女儿专注力不够好， 但她不要
求女儿考级， 只是练专注力和
对音乐的启蒙。

从事金融行业的王俞刚成
婚不久， 他觉得这个语录的逻
辑把生养孩子作为一笔巨大的
投资， 要求未来产生的现金流
必须能够覆盖父母的支出，所
以才逼孩子学习。
教育的目标是让孩子身心健全

“时至今日，我们竟然还在
讨论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教育
事业的悲哀。”教育学者熊丙奇
听闻这一“语录”时痛心疾首。
在他看来，这是“书中自有颜如
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现代演
绎，只不过更具体更功利化。

熊丙奇提出， 如果以财富
作为教育的目标， 大概率会有
一个错误的结局。在他看来，在
中国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只
有 1%， 而 99%是其他孩子，父
母给孩子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目
标，孩子无法实现后，可能一辈
子以失败者的身份面对自己、
面对父母。

此外，在部分父母眼中，考
上名校或许等同于百万年薪。
现实生活中， 名校毕业生和高
薪并不能画等号。 如果被灌输
了“清华妈妈语录”理念，毕业
后如果落差很大， 有的人会不
想回家， 甚至回避自己的毕业
院校。

因此，熊丙奇说，如今的教
育， 父母首要的目标是教孩子
做人，成为一名身心健全的人。
在这则“清华妈妈”的语录中，
达成后续的目标， 有一个核心
前提，就是“逼孩子学习”。

熊丙奇则表示， 孩子的学
习能力是逼不出来的， 更大程
度上取决于天赋， 家长要给孩
子创造好的环境， 形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而逼的概念就是给
孩子树立过高的目标， 根本是
孩子达不到的地方， 除了给孩
子制造焦虑，并没有什么作用。

（据上观新闻 11.17）

所谓的“富贵包 ”，实质上
是后背上部颈胸交界处 （第七
颈椎和第一胸椎处） 凸出的硬
包块， 它的病理是颈部局部脂
肪以及软组织增厚， 是颈椎病
的表现之一，常常伴发头晕、头
痛、失眠、上肢放射性疼痛、麻
木、乏力等症状。

从中医角度分析，颈后“富
贵包”的位置正好是大椎
穴， 大椎穴为 “诸阳之

会”，是人体阳气的十字路口，该
处淤堵，不通则痛，局部僵硬疼
痛，严重者可伴见肩背紧张、 疼
痛、麻木；气血上行头面受阻，可
见头晕、头胀、失眠等症状。

如何才能改善“富贵包”？
中医认为 ，疏通经络是关键 ！
目前医院主要采用火龙罐疗
法来治疗“富贵包”。 与传统火
罐不同，火龙罐疗法是集游走
罐 、艾灸 、刮痧 、推拿四种功

能于一体的新式治疗方法，其
利用罐口的不规则 “莲花”结
构对 “富贵包 ”及其周围穴位
进行点 、推 、按 、揉等手法 ，使
“富贵包 ” 周围经络得以疏
通 、肌肉组织得以放松 ，使艾
灸 的 热 力 渗 透 到 组 织 的 深
部 ， 起到温通经络 、 活血化
淤 、 驱寒除湿的作用 ， 促进
“富贵包”的吸收。

（摘自《羊城晚报》）

改改善善““富富贵贵包包”” 疏疏通通经经络络是是关关键键

按新的诊断标准估算，
中国高血压患者数量将由
2.45 亿增至 4.35 亿左右，至
少增加 1 亿的人群，意味着
近 1/3 国人都将成为高血
压患者。

过去高血压的心血管
危险分层为低危、 中危、高
危和极高危共四种，而现在
简化为高危和非高危，对于
一线临床医生来说，分层标
准越简化，越有
可操作性和推
广性，有利于尽
快判断高血压
患者的降压治
疗时机。 医生将结合患者的身
体指标和其他综合因素， 进行
必要的非药物干预和药物治
疗。 也就是说，新增患者并不需
要全部用药， 大部分通过积极
的生活方式干预就能使血压恢

复到理想范围。
推荐心血管危险分

层为高危的患者立即
启动降压药物治疗 ，
包括如下 3 种情况 ∶1.
收缩压≥140 毫米汞
柱和/或舒张压≥90
毫米汞柱， 推荐立即
启动降压药物治疗 ；
2. 收缩压 130～139 毫
米汞柱和/或舒张压
80～89 毫米汞柱伴临
床合并症， 推荐启动
降压药物治疗 ；3.收
缩压 130～139 毫米汞
柱和/或舒张压 80～89
毫米汞柱， 伴靶器官
损害或＞3 个心血管

危险因素， 可以启动降压药物
治疗。

心血管危险分层为非高危
即收缩压 130～139 毫米汞柱
和/或舒张压 80～89 毫米汞柱
的患者， 伴 0～2 个心血管危险
因素， 可进行 3～6 个月的生活
方式干预， 若收缩压仍≥130

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80 毫
米汞柱， 可考虑启动降压药物
治疗。

“例如比较年轻的病人，危
险因素不多， 没有靶器官的损
害， 这时可先行 3 至 6 个月生
活方式干预， 假如血压还是没
有达标， 再考虑启动降压药物
治疗。”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曾
英介绍， 虽然下调高血压诊断
值，使高血压人群增多，用于前
期治疗的费用可能略有增高，
但用于后续治疗严重并发症，
如脑卒中、心梗、肾功能不全等
治疗的高额费用会大幅度降
低， 并且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延长其寿命。

对于高血压患者， 生活方
式干预十分重要。 包括饮食干
预、运动干预、减压干预、减重
干预、 戒烟限酒和综合生活方
式干预。

（摘自《长沙晚报》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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