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对派

夏夜雪花飘：剧情删减也就罢了，没
胸倒也没什么，连头发都给剪了，精心制

作的服饰和发型，就给我看个脸和脖子？
KID被渺小洗脑：唐朝人就是这么

穿的啊，可以去各大博物馆看看，那里也
有好多这种“伤风败俗”的东西。

65086：剧情本来就不怎么样，剪
了以后更没一点看头了。

张小翔zzh：建议以后电视上禁播
跳水、游泳、网球、选美等类型的节目了，

尺度更大！跳水露腿，游泳露上身，网球
有小短裙，选美有比基尼！

支持派

爱吃鱼的喵嘎森瑟：剪了也好，说真
的，看剧的时候，我就光比谁的身材好
了，根本不注意剧情发展。

牛奶饼干加面包：看电视剧看的是

剧情和表演，把衣服弄得那么露，没必
要！片子被剪也是活该！

棒棒糖阿狸：说实话，这部电视剧拍
成那样，不就是想拿“胸器”赚眼球吗？
一家老小怎么在一起看电视？

默小默：这部剧本身不错，讲述武媚
娘怎样在宫中一步步上位，挺励志的，根
本不需要衣着暴露，降低品味。

枕头是睡眠的必备之物，它不但影响
到睡眠是否安稳，而且也可能影响到人体
的正常机理功能。如果在睡眠时您选择
的枕头不合适，就会出现脖子僵直、头晕、
头昏、乏力、越睡越累的现象。

合适的枕头，其造型可以满足人体颈
椎部位生理曲线要求，能使头部、颈部的
肌肉得到放松，提高睡眠质量。但是，您
选择的枕头合适吗？

笔者在萧山区金惠路790号发现了一
家名为快乐睡眠枕头专业店在销售各种
各样枕头，感觉店面特色明显，就进店与
老板攀谈起来，交谈中发现小小枕头却有
大学问。“科学用枕，对症施枕，一枕一方”
是其特色。店内枕头主要以民间流传百
年的验方为基础，结合中医理论体系为指
导研发而成。产品体系有颈椎病人群使

用的透骨草颈枕、茎茗萁颈枕、红花颈枕
系列产品；用于失眠人群的夜合枕、琥珀
枕、灵芝枕、金荞枕；中、高考学生精神紧
张引起睡眠不好的桑菊枕系列产品；高血
压人群使用的降压四系；心脑血管人群使
用的丹参枕、银杏叶枕；鼻炎，咽炎人群使
用的辛夷花、金银花枕；有打呼人群使用
的减鼾枕；有单纯性肥胖人群使用的窈窕
淑女枕；有抑郁人群使用的逍遥枕系列；
玫瑰花、满天星、合欢花等纯天然花卉系
列，几乎涵盖了目前市场上利用草本植物
做枕的大部分品种。

草本植物枕芯的使用要贯彻辨证原
则。即根据不同的年龄、体质、疾病和季
节环境变化来辨证处方，对症用枕。如：
小儿宜选不凉不燥的卧米枕、蚕沙枕，以
利头部发育；老人宜选不寒不热的灵芝

枕、女贞子枕；阴虚火旺体质宜选绿豆枕、
菊花枕；阳亢体质宜选夏枯草枕、薄荷枕；
目暗目花人群宜选茶叶枕和决明子等“明
目枕”；消化系统不好的人群可使用红果
枕；中风人群可选用络经通枕。总之，草
本植物枕芯是一种流行千年的寝室保健
用品。

选择合适自己的枕头，才能有效改善
睡眠质量。为了您更好地了解什么样的
枕头适合自己，笔者特意要了电话
82151973，方便您咨询，避免您出现越睡
越累的现象。

枕头没选对 越睡会越累

又到年底，熬夜加班、各种应酬接踵而
来，烟酒不离手，还常吃辛辣食物，有口干
舌燥、大便干结、手足心热、双目干涩、心
烦易怒、腰膝酸软、失眠等阴虚症状的亚
健康人群越来越多。

铁皮石斛的好处已被人熟知，但是市
面上铁皮石斛类产品层出不穷，吃对了自
然能发挥最大功效；如果吃不对，浪费钱
不说，还迟迟不见效果。

也许你会问，铁皮石斛不都一样吗，
怎么还有吃得对不对一说。现在，我们就
带着这个问题来看一看。

新鲜铁皮石斛不易保存
铁皮枫斗打粉不易鉴别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不是所有的石斛
都叫铁皮石斛。石斛在我国共有74种和
2变种，能够药用的有约39个品种，可分
为铁皮、紫皮、金钗、霍山、流苏等，铁皮石
斛（干品称铁皮枫斗）因表皮呈铁绿色而
得名，其多糖、石斛碱、氨基酸等有效成分
含量最为丰富，也最为稀贵。

选择新鲜铁皮石斛的话，最好选三年
生的，生长周期长，有效成分含量沉淀就
多，嚼起来味甘黏牙，渣少或无渣；而品质
低劣的，则胶质含量低，味苦而渣多。

新鲜铁皮石斛可以鲜食、榨汁或煎
煮，由于性偏寒，吃的时候最好加入红枣、
枸杞或生姜。不过新鲜铁皮石斛不易保
存，民间往往把它加工成铁皮枫斗以便储

存、运输。
制成干品后的铁皮枫斗外观上和其

他石斛类枫斗差不多，消费者很难用肉眼
鉴别，如果没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
报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买到冒牌的、甚
至是农残超标的普通枫斗，品质难以保
障。另外，很多人喜欢把铁皮枫斗打粉服
用，但这对于磨粉间的卫生等级要求极
高，微生物和重金属容易超标。

现代人营养过剩、运动少
不含糖的铁皮枫斗颗粒是首选

一般来说，煎煮铁皮石斛可以析出其
中的有效成分，但往往需要花费4-5个小
时，这对精力有限的中老年朋友，亦或是
追求快捷便利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方式终
归不太合适。

那有没有一种简单、有效的进补方
式？答案是“有”。经现代工艺提取工艺
制成的铁皮枫斗颗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既安全，又容易被人体吸收。

市场上的铁皮枫斗颗粒产品配方大
多是石斛和西洋参配伍为主，有些还添加
了葡萄糖。然而现代人大多营养过剩、运
动少，本来就要减少糖分的摄入，如果长
期服用含糖或淀粉成分为辅料的铁皮枫
斗颗粒，无形中摄入了大量的糖分，不但
对身体无益还可能有害，特别是对糖尿病
患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因而，配方中不含糖的铁皮枫斗颗粒

是养生上选。

铁皮石斛配伍灵芝
更适合调理江浙人易阴虚湿热的体质

铁皮石斛滋阴的效果虽好，但为什么
有些人吃了效果不特别明显呢？

答案很简单，中医讲究对症下药，再
好的药材要是没有好的配伍，就不会有好
的作用。

元代名医朱丹溪经过多年临床实践，
提出江浙人的基本体质为“阴常不足，阳
常有余”，即我们常说的“阴虚”。而后清
代江南名医叶天士在《温热论》中则补充
说，“吾吴湿邪害人最广”，意思是说，在江
浙一带，气候温热，空气湿度大，人们容易
得湿热症。

可见，阴虚湿热体质自古就是江浙人
最普遍存在的体质。北京中医药大学王
琦教授《中医体制分类判定标准的研究及
其应用》的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点，认为
浙江人多属于湿热体质。

由于阴虚之人体质虚弱、代谢差，直
接导致内分泌紊乱，水液不能正常排泄，
久之化热，成为湿热；而湿热之物滞留于
体内，影响气血循环，阻碍阴精生长，久之
导致阴虚，所以，阴虚和湿热常又常互为
因果而恶性循环。

这个时候，我们仅仅利用铁皮石斛滋
阴是不够的，还需要搭配其他中药材来达
到祛湿的目的。浙江大学食用菌研究所

研究员赵培洁说，铁皮枫斗颗粒如果配上
灵芝、西洋参等为原料组方，就能让三种
原料协同作用，凉而不寒，滋阴而不抑阳，
安神而不嗜睡，大大扩展了铁皮石斛的适
合人群。这主要是因为灵芝归心、肺、肝、
肾经，在扶正补气的同时可通达五脏，并
推动体内湿气的排出，非常适合生活不规
律、烟酒过度、劳累过度、免疫力低下的亚
健康人群。

原料道地天然有机
寿仙谷无糖型铁皮枫斗颗粒受热捧

一个养生方，有好的配伍还不够，最
后还是要看药材是否道地。如果有条件，
最好选择有机的铁皮枫斗类产品。有机
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等级高的产品，
整个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环节能让污染

成分有机可乘，是真正的安全天然产品。
寿仙谷药业是铁皮枫斗国家质量标

准制定单位，也是铁皮石斛行业协会会长
单位，目前，由寿仙谷药业研发的不含糖
的铁皮枫斗颗粒，就是一款回头率很高的
铁皮枫斗类产品，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国药
号（河坊街）、方回春堂、张同泰等百年国
医药馆和杭州大厦、万象城、世纪联华等
大型商超。配方里铁皮石斛、灵芝和西洋
参，全部来自寿仙谷有机国药基地，并采
用仿野生有机模式种植，栽培和生产过程
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肥料，尤其铁皮石
斛需三年才能长成，最大的特点就是原料
好，有效成分高，由寿仙谷培育的铁皮石
斛新品种“仙斛1号”，经过鉴定多糖含量
高达47.1%，远远高于国家药典标准。

铁皮石斛，您吃对了吗

清洁卫生的家居环境有益健康

人的一生有2/3的时间是在室内度
过的，而其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在家中度过
的。为了维护您和家人的健康，要先从营
造清洁卫生的居室环境开始。居室布置以
清静、方便、舒适、安全为原则。居室温度
冬季保持18～20摄氏度之间，夏季在26～
28摄氏度之间，湿度50％～60％。室内阳
光宜充足，光线柔和。家具简单适用。床
上用品以柔软、耐用、易晒、易拆洗的纯棉
织品为好，枕高不超过15～18厘米。

部分人群不宜食用碘盐

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甲状腺炎症患
者等极少数人不宜食用碘盐。生活在高
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高碘食物和高
碘饮用水中已经得到了较高剂量的碘，有
可能引起高碘性甲状腺肿，因此这部分人
也不宜食用。不宜食用碘盐的人可凭医
生证明，到当地盐业公司销售部及指定的
零售点购买非碘盐。

饭菜要做熟；生吃蔬菜水果要
洗净

饭菜要烧熟煮透再吃。吃冰箱里的
剩饭菜，应重新彻底加热再吃。碗筷等餐
具应定期煮沸消毒。生的蔬菜、水果可能
沾染致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生吃前，应浸泡10分钟，再用干净的
水彻底洗净。

寿仙谷铁皮枫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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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微博

■见习记者李沛欣整理

账户突然多了80亿
银行：搞错了，对不起

“武媚娘”被剪，网友褒贬不一

面对《武媚娘传奇》被剪，不少网友
表示了反对意见。“追剧到现在，最关注
的就是整部剧的华丽服饰，现在被剪得
全是‘大头贴’了，能考虑一下观众的感
受吗？”“可惜了美美的服饰，还不如打马
赛克呢。”许多网友认为，制片方精心打
造的完美发饰、服装都被剪得“七零八
落”，毫无美感，大大削弱了电视剧的艺
术价值。

部分网友则认为“大尺度”造型只是
一种对于历史的还原，无可厚非。“唐朝
以女子丰满为美，看看唐代的壁画、国画
里的仕女，大多‘袒胸露背’。”读者“水

冰”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生，对唐朝
的女性服装与历史文化相当感兴趣，她
认为，《武媚娘传奇》原版的造型是符合
历史的，不应该剪掉。

当然，也有许多人对“武媚娘”被剪
表示了强烈支持。读者顾小姐是小学四
年级班主任，她告诉记者，自从《武媚娘
传奇》热播，班里不少孩子都在议论该剧
的暴露着装，“现在小朋友早熟，性别意
识很强，看到‘武媚娘’时，很多孩子的关
注点都落在了‘大尺度’上，作为老师，我
觉得这些画面应该剪掉。”网游“舍友”也
认为，尽管“大尺度”着装符合唐朝历史，
但《武媚娘传奇》是在拥有大量各年龄段
观众的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播出，“做出适
当的处理很有必要”。

看看《武媚娘传奇》在海外怎么播

公共频道的黄金档，是否能够播放
衣着暴露的电视剧？在没有执行分级制
度的我国，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同意的答
案。然而，即使把《武媚娘传奇》搬到其
他国家播出，恐怕也难以进入黄金档的
非收费频道。

美国：暴露镜头需在晚10点至凌晨
6点播出。美国实行严格的电视节目分
级制度，电视剧被划分为7个等级，等
级越高越不适宜儿童观看。按照其划
分标准，《武媚娘传奇》可能被划至第5
或第6级。

韩国：晚10点前不得播出色情暴力

内容。韩国对电视剧分级有5级，分别
是全体、7岁以上、12岁以上、15岁以上、
19岁以上等可以收看。《武媚娘传奇》可
能会被列入15岁以上级别，安排在晚上
10点以后播放。

沙特阿拉伯：电视节目中不允许出
现女性穿着过于暴露的画面。在沙特阿
拉伯、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任何电视节目
中都是不能出现女性穿着过于暴露的画
面的。《武媚娘传奇》应该会被禁播。

因为剧中演员造型“尺度太大”，而
被“痛下杀手”，你觉得该不该？赶紧加
入萧报新闻热线QQ（619470326）或无线
萧山App，参与我们的讨论。

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大尺度画面被剪

“武媚娘”变身“捂媚娘”你觉得该不该？

剪切前后对比照。（左后右前）

说起最近哪部电视剧最火，大伙儿的回答基本是一致的：《武媚娘传奇》。没错，这部由

“范爷”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一经播出就牢牢占据了微博热门话题榜的前列，不仅因为其跌

宕起伏的剧情、美女如云的阵容，更因剧中一众女角色“袒胸露背”的造型引发热议。不过，

这部热播剧日前遭遇了4天的临时停播，待到重新回到荧屏，却让观众们大吃一惊：本来“尺

度很大”的各宫妃嫔，脖子以下镜头大多被剪，秒变“捂媚娘”。一时间，网友风传此剧是因

大尺度露胸装而被责令修改，掀起一阵吐槽，并将该剧恶搞成“大头贴传奇”。

■记者缪子柠

萧山日报：5日上午，
在安徽滁州上班的小伙
李林发现银行账户里突
然多出80亿！正当他打

算报警时，钱于当晚 11 点被银行划
走。小伙如释重负，又有些不满：“私人
账户，80亿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银行：
系统错误，搞错了，对不起。

网友评论：
小小大强盗：我想知道，如果当时

80亿被那个人转到另一张卡上怎么办？
浙江AND泽昱：小伙子贪心啊，难

不成想拿下这80亿不成？

这只鸟儿活灵活现，它其实是一根苦瓜。
（拍客余跃军）

苦瓜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