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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结束，不少人还在回味与亲友聚餐时的美好时光，还有不少出游归来的人仍然没有迅
速切回正常的工作模式。甚至有些人总觉得提不起精神、白天疲倦、晚上失眠、胃口不好，如何把“放
假模式”迅速调整为“工作模式”呢？

节后如何摆脱“假日综合征”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节

假日期间出门旅游，享受美景、美
食，放松心情。但假期有限，连日
来的舟车劳顿导致身心俱疲。加
上节假日饮食不规律，假期过后似
乎感觉比上班更累。有的人在假
期中蒙头大睡，有的熬夜娱乐，导
致严重睡眠紊乱，假期结束后难以
应对日常的工作需要，从而被“假
日综合征”悄悄地盯上了。

“假日综合征”实际上并不是
特指某种具体的疾病，而是指在长
假过后，由于生活规律、生活节奏、
社会角色的变化和调整，从而引发
的一系列身心不适应的状态。连
续七天不上班,或旅游、或聚会、或
是在家休养生息,打乱了平日的上
班节奏和状态,一想到要调回紧张
的工作模式或学习状态,不少人产
生抵触情绪。有的人到岗后头几
天精力难以集中、工作效率低下,迟
迟找不到上班的感觉。

“过年期间走亲访友就是聚
会聚餐，所以饮食规律一直不平
衡，再加上暴饮暴食，总是感觉胃
满满的，好像不消化一样。”假期
里宋晓卿的身体最先发出警告的
就是消化系统，在感觉消化不好
时，他会服用消食片以缓解胃部
不适。医生表示，放假期间通宵
畅玩、饮酒无度、暴饮暴食等行
为，都会对身体造成危害。长期
熬夜肯定会影响整个人的系统，

人的肠胃比较敏感，很多时候休
息不够或者饮食不当，可能会肠
胃功能失调，觉得胃口变差、消化
不好。要化解“假日综合征”的肠
胃不适，首先要做到健康饮食。
节后三四天，饮食要以清淡为主，
让身体机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健
康饮食就是回归到平时的饮食，
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不加重
胃肠负担，做到吃饭 8分饱，在平
衡膳食的基础上补充五谷杂粮及
薯类食品，可以减轻困倦感。同
时多吃水果，因为水果可以增加
膳食纤维，起到胃肠通便功能，但
要注意食品的清洁卫生。

人们常说“每逢佳节胖三斤”，
七天长假里有不少人长胖了一
圈。“一到放假，就把自己的行程安
排得满满的，每天除了吃就是玩，
整个假期下来都没跑过步，身体也
变得懒懒的，一个礼拜胖了不少。”
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状态。在假期
里肥胖，其中一个原因是喝酒比较
多，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旅游过程中
吃了许多高热量食物，在体内堆积
了较多脂肪，导致体重增加。春节
期间，人的生活规律往往被打乱，

平时坚持运动的习惯被打断。但
节后一定要拾起来，该遛弯的遛
弯，该散步的散步，能跑步的继续
跑步，要让生活方式慢慢恢复。上
班族如果没时间，在办公室里可以
做蹲起运动，伸平双手，蹲下起立，
20个一组，做上5组，也能促进血
液循环。如果条件允许，大家可以
选择快走、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
但是运动量不宜过大。

很多人节假日熬夜是常态，再加上路
途奔波，生物钟完全被打乱，所以不仅要在
节日里注意睡眠质量和规律，节后更是要
改正节日里毫无规律的睡眠，应尽快调整
好作息时间，早睡早起，晚上最好提前两小
时躺在床上，不在床上玩手机，定好闹钟，
早睡早起。这样可以提高睡眠质量，同时
也可以让自己得到很好的休息。

如果节后容易失眠或者极其疲劳的
话，睡前泡个热水澡，或者用热水泡脚，可
以增强血液循环，按摩足底脚趾对疏通经
络、调整脏腑、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
谢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对神经衰弱、失眠、
头痛等均有疗效或辅助治疗作用。洗澡可
消除体表代谢物，使毛细血管扩张，有效消
除疲劳。

1 小心被假日综合征“盯上”

2 适当的运动改善

3 保障充足的睡眠

春节假期结束后还是要让心理回归常
规化，重新规划新一年的目标，想着今年要
做什么可能会更好一点，而不是想着去年
做了什么。调整心态，建议提前制订一份
任务清单，给自己每天、每周、每月都制定
一套合理的充电学习计划，摆脱假日里懒
散的状态，让生活重新步入高效的正轨。
安排工作要循序渐进，放假期间工作堆积
了不少，突然从悠闲的休假转换到面对一
大堆工作，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一下子压力

倍增。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一下子把日程
表排得满满的，也不要在假日后立即投入
繁重的、充满挑战的项目。把重要的、紧急
的事情先做完，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工作
起来也会轻松些。

心理暗示很重要，不管是上班族或者
求学的学生，难免会把假期的散漫带到工
作或者学习中来，这是心态没有摆正的原
因，所以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是极
为必要的，让自己迅速摆脱“节日”状态。

4 心理暗示很重要

现在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就盼着节
假日子女全部回到家中，他们虽然忙前
忙后，但心里始终是高兴的，然而却忽略
了突然之间打乱了往日的生活作息，身
体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节后儿女离开，
老人一下子又进入安静状态，回到以往
的寂寞生活中，容易产生情绪上的焦

虑。加之打乱的作息时间一时难以恢
复，这时老人极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严
重的会引发其他身体疾病。儿女走后，
老年人应该多参加些娱乐项目，如社区
活动、太极拳、散步等，来丰富自己的生
活，转移自己思念儿女的注意力，减少这
种失落感。

5 别忽视老人的情绪落差

“放假比上班还累”“假期最后一天，才
突然发现假期已结束，自己却感觉并没有
怎么休息”，假期要起到休养生息、调节身
心的作用，过度式不恰当的假期生活不可
取。要避免“假日综合征”找上你，首先要
避免不正确的生活作息。

过度休息型，利用假期时间补足平时
缺乏的睡眠。这种类型不仅使假期变成一
种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不
少人假期晚上晚睡，第二天中午左右才起
床，美其名曰“补觉”，可等7天假期结束，还
是感觉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而且很难迅
速适应上班生活。

过度娱乐型的假期生活，部分人过节
期间投入到平时无法完全享受的娱乐生活
中，过度放纵，暴饮暴食。不仅得不到充分
休息，还可能对身体造成很大伤害。利用
假期外出旅游或者到处走亲访友。表面上
是利用假期进行了休息，但是实际上旅途

中的舟车劳顿，饮食不规律，给身体造成了
很大的负担。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假期的最后一天当
成是缓冲期，调整自己紊乱的生物钟和疲
惫的身心。有意识地做一些与工作相关的
事情，比如看看书，思考与工作有关的内
容，想想上班后头几天要做的事情，做好应
对各种突发事情发生的准备。

如果还是感到焦虑，那就干脆假设少
放了一天假吧，把假期的最后一天当成工
作日，多做做深呼吸，白天喝点茶、咖啡提
神，或进行一些使自己心跳加快、出汗的运
动，让自己的身心“动”起来，或者回想工作
中令你愉快的事情，将心理提前调整到上
班状态。如果在放假前做一个科学的作息
时间表，也能起到预防“假日综合征”的作
用。在安排时间表时，要早睡早起，尽量和
上班时的作息保持一致等。

本报记者 王嘉

6 “过度”式休假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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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结束，不少人还在回味与亲友聚餐时的美好时光，还有不少出游归来的人仍然没有迅
速切回正常的工作模式。甚至有些人总觉得提不起精神、白天疲倦、晚上失眠、胃口不好，如何把“放
假模式”迅速调整为“工作模式”呢？

节后如何摆脱“假日综合征”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节

假日期间出门旅游，享受美景、美
食，放松心情。但假期有限，连日
来的舟车劳顿导致身心俱疲。加
上节假日饮食不规律，假期过后似
乎感觉比上班更累。有的人在假
期中蒙头大睡，有的熬夜娱乐，导
致严重睡眠紊乱，假期结束后难以
应对日常的工作需要，从而被“假
日综合征”悄悄地盯上了。

“假日综合征”实际上并不是
特指某种具体的疾病，而是指在长
假过后，由于生活规律、生活节奏、
社会角色的变化和调整，从而引发
的一系列身心不适应的状态。连
续七天不上班,或旅游、或聚会、或
是在家休养生息,打乱了平日的上
班节奏和状态,一想到要调回紧张
的工作模式或学习状态,不少人产
生抵触情绪。有的人到岗后头几
天精力难以集中、工作效率低下,迟
迟找不到上班的感觉。

“过年期间走亲访友就是聚
会聚餐，所以饮食规律一直不平
衡，再加上暴饮暴食，总是感觉胃
满满的，好像不消化一样。”假期
里宋晓卿的身体最先发出警告的
就是消化系统，在感觉消化不好
时，他会服用消食片以缓解胃部
不适。医生表示，放假期间通宵
畅玩、饮酒无度、暴饮暴食等行
为，都会对身体造成危害。长期
熬夜肯定会影响整个人的系统，

人的肠胃比较敏感，很多时候休
息不够或者饮食不当，可能会肠
胃功能失调，觉得胃口变差、消化
不好。要化解“假日综合征”的肠
胃不适，首先要做到健康饮食。
节后三四天，饮食要以清淡为主，
让身体机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健
康饮食就是回归到平时的饮食，
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不加重
胃肠负担，做到吃饭 8分饱，在平
衡膳食的基础上补充五谷杂粮及
薯类食品，可以减轻困倦感。同
时多吃水果，因为水果可以增加
膳食纤维，起到胃肠通便功能，但
要注意食品的清洁卫生。

人们常说“每逢佳节胖三斤”，
七天长假里有不少人长胖了一
圈。“一到放假，就把自己的行程安
排得满满的，每天除了吃就是玩，
整个假期下来都没跑过步，身体也
变得懒懒的，一个礼拜胖了不少。”
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状态。在假期
里肥胖，其中一个原因是喝酒比较
多，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旅游过程中
吃了许多高热量食物，在体内堆积
了较多脂肪，导致体重增加。春节
期间，人的生活规律往往被打乱，

平时坚持运动的习惯被打断。但
节后一定要拾起来，该遛弯的遛
弯，该散步的散步，能跑步的继续
跑步，要让生活方式慢慢恢复。上
班族如果没时间，在办公室里可以
做蹲起运动，伸平双手，蹲下起立，
20个一组，做上5组，也能促进血
液循环。如果条件允许，大家可以
选择快走、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
但是运动量不宜过大。

很多人节假日熬夜是常态，再加上路
途奔波，生物钟完全被打乱，所以不仅要在
节日里注意睡眠质量和规律，节后更是要
改正节日里毫无规律的睡眠，应尽快调整
好作息时间，早睡早起，晚上最好提前两小
时躺在床上，不在床上玩手机，定好闹钟，
早睡早起。这样可以提高睡眠质量，同时
也可以让自己得到很好的休息。

如果节后容易失眠或者极其疲劳的
话，睡前泡个热水澡，或者用热水泡脚，可
以增强血液循环，按摩足底脚趾对疏通经
络、调整脏腑、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
谢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对神经衰弱、失眠、
头痛等均有疗效或辅助治疗作用。洗澡可
消除体表代谢物，使毛细血管扩张，有效消
除疲劳。

1 小心被假日综合征“盯上”

2 适当的运动改善

3 保障充足的睡眠

春节假期结束后还是要让心理回归常
规化，重新规划新一年的目标，想着今年要
做什么可能会更好一点，而不是想着去年
做了什么。调整心态，建议提前制订一份
任务清单，给自己每天、每周、每月都制定
一套合理的充电学习计划，摆脱假日里懒
散的状态，让生活重新步入高效的正轨。
安排工作要循序渐进，放假期间工作堆积
了不少，突然从悠闲的休假转换到面对一
大堆工作，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一下子压力

倍增。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一下子把日程
表排得满满的，也不要在假日后立即投入
繁重的、充满挑战的项目。把重要的、紧急
的事情先做完，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工作
起来也会轻松些。

心理暗示很重要，不管是上班族或者
求学的学生，难免会把假期的散漫带到工
作或者学习中来，这是心态没有摆正的原
因，所以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是极
为必要的，让自己迅速摆脱“节日”状态。

4 心理暗示很重要

现在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就盼着节
假日子女全部回到家中，他们虽然忙前
忙后，但心里始终是高兴的，然而却忽略
了突然之间打乱了往日的生活作息，身
体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节后儿女离开，
老人一下子又进入安静状态，回到以往
的寂寞生活中，容易产生情绪上的焦

虑。加之打乱的作息时间一时难以恢
复，这时老人极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严
重的会引发其他身体疾病。儿女走后，
老年人应该多参加些娱乐项目，如社区
活动、太极拳、散步等，来丰富自己的生
活，转移自己思念儿女的注意力，减少这
种失落感。

5 别忽视老人的情绪落差

“放假比上班还累”“假期最后一天，才
突然发现假期已结束，自己却感觉并没有
怎么休息”，假期要起到休养生息、调节身
心的作用，过度式不恰当的假期生活不可
取。要避免“假日综合征”找上你，首先要
避免不正确的生活作息。

过度休息型，利用假期时间补足平时
缺乏的睡眠。这种类型不仅使假期变成一
种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不
少人假期晚上晚睡，第二天中午左右才起
床，美其名曰“补觉”，可等7天假期结束，还
是感觉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而且很难迅
速适应上班生活。

过度娱乐型的假期生活，部分人过节
期间投入到平时无法完全享受的娱乐生活
中，过度放纵，暴饮暴食。不仅得不到充分
休息，还可能对身体造成很大伤害。利用
假期外出旅游或者到处走亲访友。表面上
是利用假期进行了休息，但是实际上旅途

中的舟车劳顿，饮食不规律，给身体造成了
很大的负担。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假期的最后一天当
成是缓冲期，调整自己紊乱的生物钟和疲
惫的身心。有意识地做一些与工作相关的
事情，比如看看书，思考与工作有关的内
容，想想上班后头几天要做的事情，做好应
对各种突发事情发生的准备。

如果还是感到焦虑，那就干脆假设少
放了一天假吧，把假期的最后一天当成工
作日，多做做深呼吸，白天喝点茶、咖啡提
神，或进行一些使自己心跳加快、出汗的运
动，让自己的身心“动”起来，或者回想工作
中令你愉快的事情，将心理提前调整到上
班状态。如果在放假前做一个科学的作息
时间表，也能起到预防“假日综合征”的作
用。在安排时间表时，要早睡早起，尽量和
上班时的作息保持一致等。

本报记者 王嘉

6 “过度”式休假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