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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初，华特·迪士尼在紧张
筹备倍受众人关注的迪士尼主题公
园。为了保证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
务，华特·迪士尼面向世界招聘优秀的
公园管理人员。经过层层选拔之后，
最后的考核由华特·迪士尼亲自把关。

最后的考核在间大仓库里，仓库
里杂乱地放着些未拆封的物品。华
特·迪斯尼给每名应聘者发了个录音
机，告诉他们录音机里的磁带会指示
他们将要做的任务。任务只有一项，
按照完成任务的时间长短来排名，时
间越短自然成绩越好。

考核开始后，应聘者们迅速戴上
耳机听任务。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耳

边除“嗡嗡”声外，什么都没有，难道
这是个空白磁带吗？这种情况众人
面面相觑，手足无措。

一段时间过去后，有人摘下耳机，
开始搬运地上的物品。后来，应聘者们
纷纷摘下耳机，在仓库里忙碌起来。有
的把物品码放整齐，有的开始拆封物
品，还有的清扫地上的垃圾……

半个小时之后，最后一批人才摘
下耳机，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而是
径直走到华特·迪士尼面前说：“我们
完成任务了。”

这时，华特·迪士尼宣布考核结
束，他面前的这些人被录取了！

众人疑惑不解，质问道：“磁带是

空白的，我们只好自己给自己布置任
务，至少我们做了些事，可他们什么
都没做就被录取了？”

华特·迪士尼没有说话，而是随
手拿起一盘磁带，快进到第 30分钟
时，录音机里传来这样一句话：恭喜
你，任务完成了。

见众人仍是不解，华特·迪士尼
笑着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听录音，能
听到最后的才算合格。在迪士尼公
园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耐
心，你们连听一盘磁带的耐心都没
有，又如何能为游客提供细致妥帖的
服务呢？”此时，众人才恍然大悟，心
服口服。 摘自新浪网

在英语中曾经没有描述“橙色”的
单词，直到被称为橙子的柑橘属水果
到达欧洲 200 年之后。在那以前，这
种颜色是用混合构成橙色的两种原色
来描述的——被称为“黄红”。这不过是
一个有关颜色分类受到文化影响的方式
的明显例子。古代语言——包括希腊
语、汉语、希伯来语和日语中没有描述蓝
色的词语。讲俄语的人用两个截然不
同的分类词语描述浅蓝或深蓝：在俄
语中永远不存在“蓝色”的东西，它们
要么是“深蓝”，要么是“浅蓝”。

这些词语并不只是反映人们看到
的东西，而且多项实验表明，它们会影
响人们的认知。在一项由英国心理学
会报告的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希
腊语、德语和俄语使用者群体展示了
一系列快速变化的形状，并要求他们
留意其中的一个灰色半圆形。这个半
圆形与各种不同深度的蓝色和绿色三
角形一同出现。

研究人员发现，讲希腊语和讲俄语
的人，他们的语言中有专门描述浅蓝和
深蓝的词语——更有可能看到深蓝色背

景上的浅蓝色三角形（反之亦然），而不
那么容易识别出绿色背景上的绿色三角
形。而说德语的人，他们的语言中没有
浅蓝和深蓝的区别——对不同深度蓝色
三角形的识别能力与对绿色三角形的识
别能力几乎是一样的。

类似的研究还表明，说俄语的人
对不同深度的蓝色的分辨速度要快于
说英语的人，而说希腊语的人在英国
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会开始认为
所有深度的蓝色都是一样的。

摘自《参考消息》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
生开药方”。萝卜在中国民间素有“小
人参”的美称。

萝卜既可食用，又可药用。中医
认为，萝卜性凉，味辛甘，无毒，入肺、
胃经，能消积滞、化痰热、下气、宽中、
解毒，治食积胀满、痰嗽失音、肺痨咯
血、呕吐反酸等。萝卜具有很强的行
气功能，还能止咳化痰、除燥生津、清
热解毒、利便。

萝卜主要有白萝卜、红萝卜、青萝
卜、水萝卜，营养都不俗，各有各的功
能。从中医上讲，白萝卜可以补气顺
气，清肺化痰，适合老慢支、咳嗽的患

者；红萝卜可以补心、活血、养血，适合
心脑血管病患者；青萝卜可以清热舒
肝；水萝卜可以利尿。小儿食积也可
煮萝卜水，消积理气。

现代药理学研究，萝卜含丰富的
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锌，有助于增强
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萝卜
中的芥子油能促进胃肠蠕动，增加食
欲，帮助消化；萝卜中的淀粉酶能分解
食物中的淀粉、脂肪，使之得到充分的
吸收。萝卜含有木质素，能提高巨噬
细胞的活力，吞噬癌细胞。此外，萝卜
所含的多种酶，能分解致癌的亚硝酸
胺，具有防癌作用。

萝卜有诸多好处，但也有禁忌。
首先，勿与人参同吃。萝卜破气，人参
补气，两者同吃之后会抵消人参的功
效。其次，勿与苹果、葡萄等酸性水果
同吃。萝卜会产生一种抗甲状腺的物
质，如果同时食用大量的橘子、苹果、
葡萄等水果，水果中的类黄酮物质在
肠道经细菌分解后就会转化为抑制甲
状腺作用的硫氰酸，进而诱发甲状腺
肿大。此外，萝卜性偏寒凉而利肠，脾
虚泄泻者慎食或少食，胃溃疡、十二指
肠溃疡、慢性胃炎、单纯甲状腺肿、先
兆流产、子宫脱垂等患者忌食。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夏木瓜”是人的绰号。以
“木瓜”为绰号，明显包含贬损
或揶揄的意味。在鲁迅的青年
时代，有两个姓夏的“木瓜”同
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第一个“夏木瓜”是夏丏
尊，他和鲁迅一样有过留学日
本的经历，后来因为未能申请
到官费而中途辍学，1908年回
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
助教，后任国文教员。第二年，
鲁迅也到该校担任教员，两人
交往甚密。鲁迅将自己在东京
编印的《域外小说集》相赠，让
夏丏尊眼界为之一广。夏丏尊
甚至认为，鲁迅对他的影响具
有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

鲁迅后来回到故乡，在绍兴
府中学堂任教。夏丏尊则仍留
在两级师范学堂，并自告奋勇担
任舍监。舍监这个职位在当时
是被人不屑一顾的苦差，整天要
负责学生们的生活和纪律。夏
丏尊打破传统理念，大力提倡人
格教育和爱的教育，对学生既严
格要求又悉心关怀。刚开始，学
生们对他十分抵触，给他起了不
少绰号，诸如“阎罗”“鬼王”等，
都是针对其管束严厉的。又因
为夏丏尊长相有点特别，头大而
圆，故给以“夏木瓜”的外号。后
来，夏丏尊的教导有方得到了普
遍认可，被学生们称为“妈妈的
爱”。在学生管理步入正轨之
后，夏丏尊游刃有余，大部分时
间潜心于语文教学等方面的研
究，终成一代大家。

第二个“夏木瓜”叫夏震
武。 1909年年底之前，两级师
范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是沈钧
儒，沈因担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
长而辞去该职务，由当时任浙江
教育总会会长的夏震武接任。

夏震武是一个以道学自

命、极端顽固的旧派人物。刚
到两级师范学堂，就迫不及待
地着手恢复陈腐的封建礼教和
等级秩序。上任前一天，他就
通知教务长许寿裳，要求全体
教员次日身着礼服，到学校礼
堂集中，按照当时官场下属见
上司的“庭参”礼节，向他参
见。并在礼堂设立孔子牌位，
在其就职时举行祭孔大礼。许
寿裳当即予以拒绝，消息传开，
教师们也极为不满。当时两级
师范的教员中，留日归来的约
占十之八九，都是短衣无辫，这
在夏震武心目中几乎可以与乱
党相提并论。第二天，当夏震
武看到教员们并没有进行什么

“庭参”时，便对他们横加指责，
矛盾随即升温，许寿裳、鲁迅、
夏丏尊等一众教员纷纷向浙江
提学使提出辞职，并搬出校舍。

夏震武感到局面渐渐失
控，但他绝不甘示弱，于是一面
写信给浙江巡抚，请求支持他
的强硬手段，一面又请杭州一
些有名望的耆绅出面，劝说教
员们复课，但毫无成效。最后
夏震武只得采取提前放假的
办 法 遣 散 学 生 ，企 图 暂 避 锋
芒，以退为进，但因此引起杭
州各校教员的联合反对。经过
两周的对抗，风潮呈现出蔓延
扩大之势。官厅眼看教员心齐
力坚，复课无望，只好勒令夏
震武辞职。

因为夏震武平日木头木脑，
顽固不化，大家都叫他“夏木
瓜”，因此这场风潮也就被称作

“木瓜之役”。有意思的是，对于
站在风潮最前沿的几名骨干教
员，夏震武也曾以《水浒》里的绰
号来编排，例如称许寿裳为“白
衣秀士”，鲁迅为“拼命三郎”。

摘自《江淮时报》

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有名的
“吃货”。据近人的笔记所载，清
代一些“吃货”的轶闻趣事尤其
引人注目，且看下面数例。

真的是“铁嘴铜牙”
说到“吃货”，最有名的当

数纪晓岚了。电视剧称他“铁
嘴铜牙”，是说他能言善辩，其
实说起吃东西来，他更是名副
其实的“铁嘴铜牙”。记载中的
纪氏是一个身材魁伟的粗壮汉
子。在饮食方面，他与一般书
生大异其趣，每天食肉竟达数
十斤之多。与他同朝为官的协
办大学士英和曾看到他吃饭的
情形：到了吃饭时间，仆人捧上
来烤肉一大钵，约有三斤，纪晓
岚一面与人说话一面大块吃
肉。平时的饮食中，纪晓岚基
本不吃米饭，面食或偶尔一吃，
主要食物就是肉类。纪氏饮食
的另一特点就是平居之时，零
食从不离口。他只要在家，案
台上必定摆满各种干鲜果品和
榛子、栗子之类，“时不住口”。
一顿能吃数斤，一天能吃十数
斤乃至数十斤。不过，在肉类
中，也有他不吃的东西，那就是
鸭子，他认为鸭子这东西，就是
再好的厨子来做，也难免有腥
秽之气，难以下咽。

有折皱的肚皮
乾隆间当过礼部尚书的曹

秀先，曾被称为“当朝第一善
啖”者，就是第一能吃的人。据
说这位部长级的官员肚子很大，
最奇怪的是肚皮上有不少折皱，
他平日把这些折皱叠起来，用一
根带子束住，到吃饱时，再依次
把这些折子放开来，就像能伸
缩自如的大仓库。那时，逢年过
节时，宫中往往赐给大臣不少
肉食，有些人知道老曹爱吃肉，
就把得到的肉类转赠给他，他
也不客气，都放到自己的轿子
中，把整个轿仓都装满了。回
家的路上，曹把羊腿等取来放
在扶手上，用刀一片片地割着
吃。一路走去，到回家时，轿仓
中的肉也吃得差不多了。

“这次才吃了一个饱”
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孙

尔准，官至闽浙总督，在福建兴
利除弊，是个好官。他年轻时
身体肥胖，夏天怕热，就用一口
大缸贮满井水，把自己浸入其
中，以此降温。他的食量说起
来也很惊人，平时吃鸡蛋馒头
超过一百个。一次他到泉州阅
兵，当地官员给他准备了馒头
一百个，花卷一百个，加上一品
锅内双鸡、双鸭，他竟然风卷残

云吃了个精光，过后高兴地大
发感慨：“我这次到两个省阅
兵，只有今天到了泉州才吃了
一个饱。 ”

耄耋老人也能吃
咸丰年间有个叫寿于敏的

老学究，在汤溪县做个管教育
的小官，身体特好，年过九十岁
了，还“视听不衰”，也颇诙谐，
喜欢跟人开开玩笑。由于年纪
大了，一般府县考试都不叫他
去监考。九十二岁那年，府学
的考试忽然命令他去监考，这
位寿老师欣然前往，认认真真
地在那监考，堂上正坐一整天，
连歪都没歪一下。一次，两个官
员强邀他一同饮酒吃肉，他每喝
一大杯酒，就吃一大块肉，九十
多岁的老人竟然一口气喝了三
十多杯。站起来笑道：“当年孔
夫子困于陈、蔡，饿得要死，我今
天困于陈、蔡，饱得要死。古今
真不相及也!”

吃肉时就像猫见老鼠
满洲人达椿，乾隆后期任

礼部尚书，年轻时家里很穷，买
不起好吃的，实在馋了就买四
五斤牛肉来，略为煮一煮，大嚼
一顿。当了高官以后还是没能
去掉老习惯，仍然好吃肉，他平
时挺斯文的，但见了有肉吃时，
就像猫见了老鼠时一样，喉中呼
呼作响，弄得同席者都不敢下筷
子。达椿当官后，人们在他过生
日时送来的肉不少，这一天，他
只取烧鸭，切成方块，放在簸箕
中，拿手抓了来吃，自觉无比痛
快。晚年时，有一次得了伤寒
刚刚好，皇上问他还能不能吃
肉，他自然是回答能吃的，于是
皇上赏赐了不少肉食，不想他
竟因吃多了大病而死。

惊人的食量
康熙时的大学士徐乾学食

量惊人，当时，官员们上朝，要
早早地起床赶往宫中，那么吃
饭的问题怎么办呢？每日早
朝，他要先吃上实心馒头五十
个、黄雀五十只、鸡蛋五十个、
酒十壶，这样下来，就能保证一
整天不饿了。他在京中当官数
十 年 ，论 食 量 无 人 能 与 之 对
垒。这一年要退休回乡了，他
的门生弟子设宴为他饯行，想
看看这位徐大人到底能吃多
少。他们准备了一个铜人，徐
每喝一杯，就倒同量的一杯到
铜人的肚子里，其他菜肴也同
样。吃到后来，铜人肚子满了，
拿出去倒换了几次了，而徐乾
学仍然饮食自若。

摘自光明网

脂肪作为能量储存于身体，每克脂肪含 9千卡热
量，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4千卡/克）的两倍。

高脂食品就是指含脂肪量高的食物。具体表现为
油的成分，比如含油量高和油炸过的食物，如各种油炸
食品、肥肉、动物内脏、奶油制品等。长期食用高脂食
品，可能诱发多种慢性疾病。

日前，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
在孕期前、孕中和孕期后吃过高脂饮食的小鼠，其第二
代后代——即孙辈，会表现出对药物敏感度提高、对药
物有偏好等类成瘾性行为，同时还会出现肥胖相关的特
征。而在第三代的后代（即曾孙辈）中，只有雌性有类成
瘾性行为，只有雄性有肥胖特征。

研究人员发现，虽然最初吃过高脂饮食的雌鼠自身
并未肥胖，后几代小鼠也不再吃高脂肪饮食，但上述情
况还是会出现。

该研究通讯作者达利阿·佩雷格-莱伯斯坦博士表
示，为了对抗现在的肥胖流行病，找到早期预防的方法，
这非常重要。本研究是第一个观察母亲过度进食对成
瘾和肥胖的效应直至第三代后代的研究。这项研究有
助于改善孕期和哺乳期夫妇的健康咨询、教育，让他们
的孩子、孙辈和曾孙辈更有可能以健康的方式生活。研
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法帮人们找到肥胖和成瘾的高
危因素，为高危人群提供早期干预的建议。

摘自《大众卫生报》 趣谈历史

名流故事

鲁迅与两个“夏木瓜”

清代“吃货”的趣闻

大家普遍认为血脂高了就不能吃肉了。实际上，肉
是可以吃的,重点是该怎么吃。除了要科学吃肉,血脂
异常人群在饮食上还有很多其他注意事项。

1.限制饱和脂肪、胆固醇、反式脂肪的摄入
血脂异常的人每天应该将胆固醇控制在300毫克

以下,将脂肪的供能比控制在20%～30%,将饱和脂肪
控制在 10%以下。具体要做到以下 4点：①减少烹调
油，每天应少于30克，且不使用黄油、猪油、牛油、椰子
油、棕榈油等饱和脂肪酸较高的油脂；②减少或避免胆
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如肥肉、动物内脏、鱿鱼、鸡鸭皮、高
脂肪奶酪、鱼籽、蟹膏；③少吃蛋黄、红肉、全脂牛奶；④
不要吃含反式脂肪的食品。

2.减少精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很多人认为脂肪摄入量对甘油三酯水平的影响最

大，但实际上精制碳水化合物对甘油三酯的影响最大。
因此，我们必须控制精制碳水化合物，如白面包、白馒
头，含糖食品、饮料的摄入。

3.增加有益脂肪酸的摄入
并非所有脂肪都是血脂异常的始作俑者,有些形式

的脂肪对身体有益，可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
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包括富含脂肪的鱼,如三文鱼、沙
丁鱼、鲱鱼；植物性食品有坚果、种子、橄榄油、菜籽油和
鳄梨。

4.多吃富含纤维的蔬菜
纤维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因

为纤维能在肠道内与其结合,从而将其移出体外而不是
进入血液。可以多吃西兰花、菠菜、洋葱等。

摘自《现代保健报》

“一座城市最吸引我的，从来不是历史
名胜或者商业中心，而是菜市场。”《舌尖上
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不知从何时起，承担着人们的吃食、可
讨价还价、充满着烟火气的传统菜市场离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盒马鲜生等新零售
超市越来越多。

对一些老年人来说，逛传统菜市场已
成习惯。他们清楚地知道菜市场哪家的鸡
蛋最好，哪家的肉最足秤，哪个老板最大
方。在菜市场可以边和老朋友们聊天边挑
拣商品，不像在超市需要逐一挑选，说话
间，菜市场摊点的老板已经把东西准备好。

对很多人来说，菜市场的记忆是从童
年开始的。60岁的王婶逛家门口的菜市场
几十年了，这些商户就像她的邻居。有些

干了 20 多年的，孩子上学、结婚她都知
道。商贩们也知道她爱买什么菜，甚至提
前帮忙准备好。“有些时候拿的钱不够，都
是东西先拿回家，下次再给。”

但是不知不觉间，菜市场当年的辉煌
早已不再。前来买东西的人几乎少了一
半。其他零售业态的出现正在让传统菜市
场失去竞争力。不仅年轻的客户不爱来，
连买菜的主要群体中年妇女们也正在流
失。长期以来，传统菜市场给人留下的感
觉是脏乱差。“地面上的陈年老垢仿佛怎么
也洗不干净。海鲜区的地面总是湿漉漉，
空气里弥漫着鱼腥味。”还有随处乱丢的烂
菜子，以及不知道从哪里流出来的污水。

常年逛的人已经习惯，但对于很少逛
菜市场的人来说，这与蔬菜整齐摆放在货

架上、条件更好的盒马鲜生等新型生鲜超
市，完全没有可比性。另外，商品同质化也
成为菜市场的一个弊端。这时候，盒马鲜
生等超市的优势就凸显出来。

近几年，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
愿意逛菜市场。“超市+餐饮”，正成为生鲜
卖场的重要业态模式，阿里巴巴旗下的盒
马鲜生和永辉超市旗下的超级物种做得风
生水起。年轻人并不在乎市场的菜更便
宜，对他们来说，方便、干净、整洁、舒适更
为重要。而一些老主顾们，随着生活水平
逐渐提高，也不再为省几毛钱专门跑去菜
市场。“离哪里近就去那里”成为他们买菜
的标准。早上九点的菜市场周围，多是接
连不断去买菜的老年人和已经买完菜要回
家的老年人。在很多老年人心中，菜市场

不仅是一个买菜的地方，它像一个日记本，
记录着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甚至承载着几
代人的脚步。

作家汪曾祺在《食道旧寻》中写道：“看
着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彤红
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
种生之乐趣。”正是应了著名武侠小说家古
龙说的：“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
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

那么，“让人感到生之乐趣”的传统菜
市场能否继续辉煌？这几年，国内很多城
市开始对传统的菜市场进行整改、升级，新
的菜市场地面更加干净整洁，设施也更为
完善。从世界各国的趋势来看，传统菜市
场会慢慢消失，但不会一下子消失。

摘自中国新闻网

滴水藏海

文化中国

大千世界

高脂饮食坏影响传三代

血脂高还能吃肉吗

迪士尼的“空白”考题

语言环境影响颜色认知

萝卜为何“赛人参”

传统菜市场会消失吗
谢艺观

去餐厅吃饭最不能容忍的事是什
么？人多没位子、饭菜不好吃、服务不
够好，还是服务员上错菜？很多人可
能会选择最后一个答案。可是，日本
名古屋有一家经常上错菜的料理店，
非但没有倒闭，生意还出奇的好。

这家料理店的主人名叫小果郎
士，他是名古屋一家电视台的制作
人。不久前，台领导给小果郎士下达
了一项重要任务：专门制作一期以“失
智症照护”为主题的纪录片，拍摄几位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
的老人的日常生活。如今，失智症照
护已成为世界性关注的议题。特别是
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已超过了四分之一。电视台领导希望
小果郎士通过制作纪录片，来唤起社
会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群体的关
注。

小果郎士很是尽心尽力。在工作
过程中，他经常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的老年人接触。在录制节目之余，老
人们经常会做一些料理给小果郎士和
其他工作人员吃。有一次录完节目，

老人问小果郎士要吃什么。小果郎士
知道老人们喜欢被需要，就不客气地
点了汉堡。可半个小时之后，他却等
来了一盘饺子。小果郎士惊讶地问
道：“我刚才点的不是汉堡吗？”可刚问
完，小果郎士就后悔了。他看到，老人
呆呆地站在那里，两手不停地搓着衣
角，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不久之后，纪录片制作完成了，虽
然播出后收视率不错，但小果郎士觉
得，隔着屏幕让人们了解阿尔兹海默
症，会感觉不接地气。于是，他冒出了
一个想法：何不策划一个公益活动，让
人们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阿尔兹海默
症老人？他联想起那次“上错菜”事
件，就有了主意——开一家体验型的
公益餐厅，请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
人做服务生，让人们直接接触他们，了
解他们的症状和日常生活，从而对他
们多一些善意与宽容。

在当地一家公益组织的帮助下，
这家体验餐厅很快就开张了，他们邀
请了6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奶奶做
端菜服务员。餐厅取名“上错菜料理

店”，小果郎士还在餐馆门口竖立了一
个提示牌：自你踏进店门的那一刻起，
就要做好服务员上错菜的准备。

每当有顾客进门，奶奶们都会非
常亲切、热情地迎上去，询问对方需要
什么。可走进厨房之后，她们就基本
忘记了刚才点菜的是哪桌顾客、他们
点了什么菜。正因如此，餐厅内经常
出现点鸡肉上鱼肉、点饺子上面条、点
一杯茶上一杯咖啡这样的奇葩事。

顾客们都了解这家餐厅的由来，
所以就算上错菜，他们也无一例外吃
得很开心，他们是这样评价的：“上错
菜有什么关系？在这样一家有爱的餐
厅里吃东西，吃什么都很香。”“这是一
份美丽的错误，我很乐意接受。”

由于担心奶奶们过于劳累，小果
郎士规定料理店每周只营业四天，但
这丝毫没有影响这家店的生意。

看到“上错菜料理店”的生意那么
好，没去过的顾客总忍不住想问：“它
有什么营销秘诀吗？”其实，秘诀只有
一个，那就是：爱。

摘自《知识窗》

受欢迎的“上错菜料理店”

有时我们趴着或是枕着手臂睡觉时会觉着手麻，这
是因为手部血液循环不畅而引起的。但日常如果有持
续手麻的现象，或是间歇性的手麻，往往可能是某些疾
病发出的信号。

颈椎病 由于长期久坐不动、颈部姿势异常，尤其是
使用电脑、手机时间过长，会使颈部椎间盘发生退行性
变，导致椎间盘突出或是关节突发生增生或肥大。这些
突出的颈椎间盘或增生的关节突一旦压迫邻近的颈神
经根，便会使人出现手指发麻。

一过性脑缺血 这是手指发麻的常见原因，尤其是
一侧肢体发麻时。一过性脑缺血通常起病突然，持续时
间较短，常伴有肢体无力、头晕、头痛等症状。一过性脑
缺血的原因和发病机制多为脑动脉壁微栓子脱落、脑动
脉狭窄的基础上出现血压下降，以及脑血管痉挛等。出
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全面筛查脑血管病的
危险因素。

糖尿病 双侧对称性出现手指发麻，是糖尿病周围
神经病变的常见症状。患了糖尿病后，一定要进行正规
合理的治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范围内，并注意补充多
种维生素。另外还应配合使用改善血液循环的药物，手
指麻木感便会消除。

末梢神经炎 手指发麻的同时伴有疼痛和无力，且
是双手对称出现，这种情况提示可能患有末梢神经炎，
可由多种原因引起。末梢神经炎一般病情进展较慢，恢
复也较为困难。

更年期综合征 进入更年期的妇女有时候也有手麻
的现象，但是并不明显，随着更年期的结束，手麻现象就
会随之消失。

此外，腕管综合征、痛风等疾病也会引起手麻。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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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手麻病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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