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脏好不好，看
耳朵上这条皱纹
就知道

谈交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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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这是一本妙趣横

生的人体使用说明书，教你
自查、自测、自愈，轻松掌握
小病不求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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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美学大家朱光潜

先生的成名作，信中所谈皆
是青少年们关心的话题，如
读书、作文、爱恋、情理、修
身、做人等等。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作者：朱光潜

耳垂也是疾病探测器

耳垂肥大，通常被视为有福
气的象征。但是在医生的眼中，
耳垂还是一个疾病探测器：如果
耳垂上出现一条横向的皱纹，你
可能就要去查查心脏了。

正常人耳垂都是丰满平滑
的，耳垂上的皱纹，常被称为“冠
心病沟”“脑动脉硬化耳褶征”

“耳褶心征”等，通常出现在冠心
病患者的耳垂上。

耳朵有皱纹，预示心脏有危险

耳垂上的皱纹为啥和心脏
健康有关？

这是因为耳垂对缺血相当
敏感，动脉硬化时，耳垂容易发
生微循环障碍而出现皱纹。

美国曾做过一项临床研究，
300 名患有冠心病的人，其中
287 人都有耳褶心征，耳垂皱纹
与动脉粥样硬化的一致率高达
95%。

虽然耳垂有皱纹的人，不一
定患上了冠心病，但他们患冠心
病的概率比常人高8倍。

因此，耳朵上如果出现皱
纹，又有高血压、糖尿病、吸烟、
超重、肥胖、高脂血症等冠心病
的危险因素，就应尽快去医院做
心血管方面的检查。

心脏好不好，
摸4个地方就知道

除了耳朵上的皱纹，身体的
这些部位，也可以当你的“疾病探
测器”，有空的时候不妨“摸一摸”。

脖子
颈围是衡量人体上半身脂

肪的关键部位，脖子粗的人血
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都相对较
高，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大。

大家不妨经常摸摸自己的
脖子，看看有没有变粗，并定期
测量颈围。测量方法：皮尺水平
绕过喉结下方，测出脖子的周长
即颈围。

男性颈围＞39厘米，女性颈
围＞35厘米，就说明脖子较粗。

手腕
对大部分人来说，在安静状

态下，正常的脉搏跳动频率应该
在 60～90 次/分钟，跳动均匀且
节律一致。跳动太快或太慢，或
者节律不均匀，都可能是一些心
脏疾病的征兆。

患有“三高”的人可以每天
给自己摸摸脉，并记录下脉搏跳
动情况。

具体方法：安静地平躺 3 分
钟，将一只手的食指、中指及无
名指，搭按在另一只手的手腕
处，保持正常均匀呼吸，记下 1

分钟内的脉搏次数。
脉搏跳动不均匀，或跳动频

率不在正常范围，则需引起重
视，必要时就医。

肚子
肚子大的人在医学上称为

“中心性肥胖”，这种类型的肥胖
容易导致人体脂质代谢紊乱，加
大心脏病的风险。

平时可以经常摸摸肚子，发
现腰围增粗，或肚腩上有赘肉，就
该测测腰围了。《中国成人超重和
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
男性腰围≥85 厘米，女性腰围≥
80厘米，就属于超标了。此时，要
及时去医院做血脂和血糖检测。

脚踝
脚踝分布着淋巴管、血管、

神经等重要组织，如果心脏不能
好好工作，就容易出现下肢水
肿，尤其是脚踝水肿症状。

检测方法 ：按压脚踝或小
腿，手指松开后，如果按压部位呈
凹陷状，且不能很快恢复，就需要
及时就医了。

5个字，
养出“坚强”的心脏

动：每周不少于 150 分钟中
等强度运动

美国心脏协会在 2010 年提
出了“保持心脏健康的 7 个措

施”，其中包括每周不少于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或 75 分钟的高
强度运动。一般人通过散步、慢
跑、跳绳、自行车等运动，都可增
强心脏功能。

鱼：每周吃两次深海鱼
海鱼富含的 EPA 和 DHA

两种欧米伽-3 脂肪酸，有助于
降低血压、减少体内甘油三酯的
含量，对心脏有益。

如果有条件，可以每周吃两
次深海鱼（如三文鱼 、金枪鱼
等），每次60克左右。

菜：4种蔬菜“扩”血管
蔬菜中富含维生素、叶酸、纤

维素和多种抗氧化物质，能够减
少氧化反应对血管的损伤，增加
血管的扩张力，保持血管的畅通。

睡：每晚睡7～8小时
高质量的睡眠就相当于给

心脏充足了电，每晚保证 7～8
小时的睡眠对健康最有利。

睡眠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会
增加患心血管病的风险。

笑：欢笑是心脏减压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项长

达 10 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喜悦、
兴奋、乐观、满足等积极情绪，能
让患冠心病的风险下降22%。

每天和身边的同事、亲人、
朋友们开个玩笑吧，放声大笑，
心脏将因此受益。

论交友的重要性

人生的快乐有一大半要建
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只要
人与人的关系调处得好，生活
没有不快乐的。许多人感觉生
活苦恼，原因大半在没有把人
与人的关系调处适宜。这人与
人 的 关 系 在 我 国 向 称 为“ 人
伦”。在人伦中先儒指出五个最
重要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妇、
兄弟、朋友。这五伦之中，父子、
夫妇、兄弟起于家庭，君臣和朋
友起于国家社会。先儒谈伦理
修养，大半在五伦上做功夫，以
为五伦上面如果无亏缺，个人修
养固然到了极境，家庭和国家社
会也就自然稳固了。五伦之中，
朋友一伦的地位很特别，它不像
其他四伦都有法律的基础，它起
于自由的结合，没有法律的力量
维系它或是限定它，它的唯一的
基础是友爱与信义，但是它的
重要性并不因此减少。如果我
们把人与人中间的好感称为友
谊，则无论是君臣、父子、夫妇
或是兄弟之中，都绝对不能没
有友谊。就字源说，在中西文
里“友”字都含有“爱”的意义。

无爱不成友，无爱也不成君臣、
父子、夫妇或兄弟。换句话说，
无论哪一伦，都非有朋友的要素
不可，朋友是一切人伦的基础。
懂得处友，就懂得处人；懂得处
人，就懂得做人。一个人在处友
方面如果有亏缺，他的生活不但
不能是快乐的，而且也决不能是
善的。

交友之乐

谁都知道，有真正的好朋友
是人生一件乐事。人是社会的
动物，生来就有同情心，生来也
就需要同情心。读一篇好诗文，
看一片好风景，没有一个人在身
旁可以告诉他说：“这真好呀！”
心里就觉得美中有不足。遇到
一件大喜事，没有人和你同喜，
你的欢喜就要减少七八分；遇到
一件大灾难，没有人和你同悲，
你的悲痛就增加七八分。孤零
零的一个人不能唱歌，不能说笑
话，不能打球，不能跳舞，不能闹
架拌嘴，总之，什么开心的事也
不能做。世界最酷毒的刑罚要
算幽禁和充军，逼得你和你所常
接近的人们分开，让你尝无亲无
友那种孤寂的风味。人必须接

近人，你如果不信，请你闭关独
居十天半个月，再走到十字街头
在人群中挤一挤，你心里会感到
说不出来的快慰，仿佛过了一次
大瘾，虽然街上那些行人在平时
没有一个让你瞧得上眼。人是
一种怪物，自己是一个人，却要
显得瞧不起人，要孤高自赏，要
闭门谢客，要把心里所想的看成
神妙不可言说，“ 不可与俗人
道”，其实隐意识里面惟恐人不
注意自己，不知道自己，不赞赏
自己。

交友与性格塑造

谁也都知道，朋友对于性格
形成的影响非常重大。一个人
的好坏，朋友熏染的力量要居大
半。既看重一个人把他当作真
心朋友，他就变成一种受崇拜
的英雄，他的一言一笑、一举一
动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变成自己
的模范，他的性格就逐渐有几
分变成自己的性格。同时，他
也变成自己的裁判者，自己的
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要顾到
他的赞许或非难。一个人可以
蔑视一切人的毁誉，却不能不
求见谅于知己。每个人身旁有

一个“圈子”，这圈子就是他所
尝亲近的人围成的，他跳来跳
去，尝跳不出这圈子。在某一
种圈子就成为某一种人。圣贤
有道，盗亦有道。隔着圈子相
视，尧可非桀，桀亦可非尧。究
竟谁是谁非，责任往往不在个
人 而 在 他 所 在 的 圈 子 。 古 人
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
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
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久
闻之后，香可以变成寻常，臭也
可以变成寻常，习而安之，就不
觉其为香为臭。一个人应该谨
慎择友，择他所在的圈子，道理
就在此。人是善于模仿的，模
仿品的好坏，全看模型的好坏，
有如素丝，染于青则青，染于黄
则黄。“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
我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一种人。”
这句西谚确是经验之谈 。《学
记》论教育，一则曰：“七年视论
学取友。”再则曰：“相观而善之
谓摩。”从孔孟以来，中国士林
向奉尊师敬友为立身治学的要
道。这都是深有见于朋友的影
响重大。师弟向不列于五伦，
实包括于朋友一伦里面，师与
友是不能分开的。

《医点就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