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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等你来！ 
 中意人寿保险公司与来自于中国工程院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风险评估与控制专业委员指导下

的技术团队闻康惠尔合作，采用其专业的健康风险预测的评估技术系统，无论何时如果你想了解自

己的患慢病风险，即可登录进行免费在线测评，更新版还添加了心理健康测评部分。 



几分钟，即可了解自己患以下疾病的风险 

• 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 

• 代谢疾病风险评估：2型糖尿病、骨质疏松骨折、代谢综合症、血脂异常、肥胖症 

• 癌症风险评估：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 

更新版“健康测评”部分，帮你了解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 

• 健康年龄 

• 心理健康测评 

• A型性格评估 

• PSTRI压力评估 

 

参加此健康风险评估有何意义？ 

对个人的作用 

 重大疾病风险分析报告  

 个人健康改善建议  

 膳食处方及运动处方  

 长期维护员工健康状况  

 

对企业的作用 

 了解员工整体健康风险评估分析  

 有助于制定健康管理目标和方案  

 开展高危人群的慢病管理工作的必要环节  



如何参加健康风险评估在线测评？ 

扫描上面的二维
码进入《中国人
寿团险服务》微
信公众号，绑定
您的保单号吗。 

第一步 

点击“服务
Service”进入健
康服务Health 
serice  

第二步 

选择“健康评
估”，进入单项
评估、综合评估
界面 

第三步 

完成个人健
康问卷填写 

第四步 

第五步 获得健康风险
评估报告以及
健康改善指导 

温馨提示：参与“综合评估”的伙伴们注意了，评估完
毕后，点击左上角菜单按钮，还可以获得包含个人膳食
与运动管理处方等等很多内容的综合评估报告哦。 

伙伴们还等什么呢，赶紧登

陆做评估吧，争做自己健康

的管理者！ 



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中国目前帕金森病患者人数已有200

余万人，约占全球的50%。帕金森患者中约有48%的人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患病，早期帕金森病的延误治疗率高达60%，帕金森已成中老年

人“第三杀手”。 

帕金森并非老人独有，目前其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临床治疗中

不乏低于40岁发病的青年帕金森患者。“青少年型帕金森病”患者占

据总人数的10%。  

4月11日，世界帕金森日, 共同关注帕金森疾病 



来自帕金森的8个信号 

1.行动迟缓 

表现为如手不太听使唤；扣子很难扣得上；穿袜子、系鞋带很费劲；

夹菜时很容易掉；走路明显变慢或一条腿是拖着等症状。 

2.身体僵硬 

表现为穿衣服、系鞋带等动作缓慢，字越写越小，行走时两步之间距

离缩小，讲话声音低沉、语音单调，后期可能有吞咽困难、进食呛陔等。 

3.脸部表情减少 

帕金森病使人脸部表情明显减少，眨眼减少，沦为“面具脸”，看起

来精神很差，像是情绪低落、心情沮丧的样子，常常被误诊为忧郁症。 

4.嗅觉减退 

由于嗅觉减退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很容易被忽视，如闻不到别人觉

得刺鼻的洋葱等味道，应予以重视。 

5.便秘 

便秘也是帕金森病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7.手脚发抖 

安静状态下手脚发抖，活动的时候停止，精神紧张的时候抖得比较明

显，睡眠中消失，多从一侧的手或者脚开始，然后再发展到另外一侧。 

8.抑郁 

40%～50%的帕金森病患者存在抑郁，表现为主动交谈减少、少动、

情绪低落、兴趣减少、早醒等。 

 

 



预防早知道 

帕金森病目前尚无根治方法，要从饮食、运动、避免与

化学品接触等方面入手，做好综合防控。 

1、在饮食上，要改掉一些不良习惯，比如喜欢长期摄入高热

量、高脂肪的食物。多摄入一些粗纤维的食物和其它清淡通

肠的食物，如西瓜、香蕉等。 

2、要加强体育运动及脑力活动，选择变化较多、比较复杂的

运动形式，比如多走走弯曲的石子路等。  

3、尽量避免接触有毒化学药品，如杀虫剂、除草剂、农药、

锰、汞以及有毒气体等。工作中需要接触这些物质的人群，

要做好相关的防护。 

总而言之，避免过度紧张，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合理膳

食和适量饮茶，有助于预防或推迟帕金森病的发生。一旦确

诊，就要早期治疗，早期患者症状恶化相对晚期迅速，需要

及早进行神经保护。 



可能没你想的那么有效 

火遍网络的 

健身操 

  
从 90 年代健美教练马华的健身操，到 2000 年之后风靡一时的郑

多燕小红帽，健身操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各种 Before/After 

图的激励，很多想减肥、想塑形的人都会选择从健身操开始。但大多数

人练习健身操有一段时间，却不能达到图片当中那种变化和效果。有人

可能想要发问了：练健身操，为什么没效果？ 



健身操不能达到期望的健身效果，主要有两个原因： 

1、动作不标准 

如果你跳搏击操时的动作不标准，那么你的训练强度会下降近一半。几乎所有高强度健身操都有

的侧踢动作，如果你再侧踢时腿没抬起来或只踢了半程，强度就会下降，你就达不到有效的减脂心率。 

你需要仔细观察，按照教练或教程的标准动作练 

2、身体素质不足或意志力不坚定 

如果选择了低强度的健身操，就不容易达不到健身目标；如果选择了强度过高的健身操， 

很容易做几个动作就坚持不下去——不上气、使不出力，还是不能达成健身目标。 

 

 

健身操，要怎么选、怎么练？ 

合适的健身操要兼顾目的与效果，在选择和练习当中有很多注意的地方。 

     健身操怎么选 

   健身操要怎么选？答案是根据你的健身目的来选择。健身操只分 

               两种——减脂操和塑形操。减脂与塑形，都有 

                 相应的健身操课。如果你整体体脂率不低， 

                 想改善身体某一部位的脂肪，应该选择减脂 

                 操而不是塑形操。事实上，局部减脂是不存 

               在的。大家所理解的局部减脂只是一种塑形， 

             比如练习腹肌，的确会让腹肌的轮廓更明显。 

 

 



局部运动不能减去特定部位的脂肪，脂肪的消耗是全身

性的，局部运动只会帮助缩小全身脂肪细胞大小并增大增强

特定部位的肌肉。 

塑形操套操的目标是局部塑形，塑形不等于减脂。你需

要的是整体的减脂，例如 HIIT、高强度的有氧操、跑步、游

泳等。塑形操可以作为辅助，但不该成为训练的主体，加在

训练内容中练习即可。 

 

健身操怎么练 

一般来说，大家的训练强度达不到健身操的要求强度。

视频里的教练跳得浑身大汗、气喘吁吁，而自己练习时却不

容易找到感觉，从而达不到训练强度，训练效果也会大打折

扣。 

我们建议 

1、 如果跟着视频学做健身操，建议先把视频先看一遍，记住

要点，这样就不会在做的时候暂停太久，影响效果。 

2.、如果去健身会所等地方上团体操课，一定要跟着教练说明

的要点做，动作幅度尽量大。有很多人看教练跳得大汗淋漓，

自己却没什么感觉，就是因为动作不规范。 

3.、健身操里一般都包括整理运动的环节，这个部分也要认真

做。帮助恢复，防止肌肉酸痛。 



以前，人生的三大难题只是：早上有什么吃？中午有 

什么吃？晚上有什么吃？  

后来，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且随着大家生活工作节奏 

的加快，形成了新的一日三餐格局：早餐马虎，午餐应付， 

晚餐丰富…… 

然后，新的问题就来了。 

晚上吃饱点吧，又没啥运动，吃完就是睡觉，会长胖。  

不吃吧，又怕营养不良，晚上饿得睡不着（谁饿谁知道）。这晚 

饭，到底还能不能吃了？ 

下面，我们就来揭开「晚餐怎样吃才不胖」的世纪谜题。  

别再过午不食了 

晚饭这么吃 

也能瘦 



晚餐什么时候吃  

理想的状况，是距离睡觉时间至少 3 小时。 如果吃得太

晚，食物还没充分消化，肠胃还在全力工作，可能影响睡眠。

早点吃晚饭，也能让你在睡前还有时间做一点运动，不容易

长胖。 不过，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饭后运动时间也是有讲究

的： 如果是温和的运动，比如散散步，饭后 20 分钟就可以

做了。但如果是跑步、瑜伽这样的活动，最好在饭后 1 个半

小时以后，最理想是 2 小时后。  

晚餐吃多少 

如果把吃到嗓子眼儿算成 10 分饱的话……那么正常的晚
餐，应该吃到 7 分饱。 所谓 7 分饱，大概是这个感觉： 

胃还没有觉得胀起来，也没有负担感，但已经不太想吃
东西了，只是习惯性地还想再吃几口。如果当时把吃的拿走，
你也不觉得遗憾，而且晚上睡前也不会觉得饿。  

如果需要减肥，吃到 5 分饱就可以了。 所谓 5 分饱，
大概是这个感觉： 

已经不觉得饿了，但还想再吃一些，睡前可能稍微有点
饿。 



晚餐到底能吃什么 

大多数时候，晚餐还是别吃得太油腻，像红烧肉、 

炸鸡、烧鸭之类的……想想就得了，少吃。如果你真的 

特别想吃，偶尔大快朵颐或只吃一两块满足一下嘴巴， 

也没问题，身体也是有担当的！  

适合晚餐的肉类是这样子的：清炖鸡、清蒸鱼、酱牛肉、白灼

虾……蛋白质同样丰富，脂肪却少得多。晚餐吃肉最好不超过 1 两。另

外，那些早午饭中不容易吃到的食材，也可以加到豪华晚餐的阵容里。  

加蔬菜 
很少有人早餐吃蔬菜，中午也常常只能吃快餐或外卖，蔬菜都很少。

如果晚餐再不吃，那肯定是没法满足每天 500 克蔬菜的健康目标啦。  
 

 

                           加粗粮 
                        粗粮薯类杂豆特别好，帮助减肥、缓解便秘，还能   

                  预 防三高。可是，在外面很少有机会吃到这些，晚上 

                 有点时间下厨，就是吃这些「健康食材」的好机会。 杂 

粮饭、烤红薯、杂粮豆粥，都是非常好的晚餐主食。  

如果你减肥心切，也不用饿着自己，不如试试以下这些饮食搭配： 

水果 + 酸奶 ，粗粮豆粥 + 蔬菜 ，豆子 + 坚果 + 蔬菜 ，薯类 + 豆制品 

+ 蔬菜 营养好、热量低、还有饱腹感，来点这些不？  

信大家了解了以上这几条建议，就能在保证不发胖的前提下，更加

自如地安排自己的晚餐了～ 



认识抑郁症 

找寻心底 

2017年世界卫生日活动的主题是抑郁症,根据世
卫组织的最新估计，目前有3亿多人罹患抑郁症，从
2005年至2015年，增加了18%以上。 

抑郁症影响所有国家中各行各业各个年龄的人
们，造成精神痛苦并使人们难以从事甚至最简单的
日常事务，有时可能彻底摧毁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以及谋生能力。 

抑郁症的最坏后果是，可能导致自杀行为，这
是目前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然而，抑郁症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更好地了
解什么是抑郁症以及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将有助
于促使更多的人寻求/得到帮助。 

迷失的明媚 



什么是抑郁症？ 

• 抑郁症是一种疾病，主要特点是持续悲伤，对通常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同时没有能力从事日常

活动，并且这些现象持续至少两周。 

• 此外，抑郁症患者通常还具有以下一些状况：精力减退；食欲改变；睡眠更多或更少；焦虑；注

意力下降；犹豫不决；躁动；感到一无是处、内疚或绝望；以及有自残或自杀念头。 

• 抑郁症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 这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 抑郁症可以得到治疗，办法包括谈话疗法或抗抑郁药物，也可两种办法兼用。 

 
如果认为自己患有抑郁症，您可采取以下行动： 

•接受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的事实并调整自己的期望。您可能无法完成与往常一样多的事情。  

•同您信赖的人谈论自己的感受。多数人在与关心他们的人交谈后都会感觉好一些。 

•寻求专业人员帮助。首先应当去找当地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或医生。 

•避免或限制酒精摄入并避免使用非法药物；这些都可能加重抑郁症。 

•请记住，在正确的帮助下您能够好转。 

•继续从事您健康时通常喜欢的活动。 

•保持联系。常与家人和朋友联系。 

•经常运动，哪怕只是短距离散步。 

•坚持规律的饮食和睡眠习惯。 

•如果有自杀念头，请立即联系他人寻求帮助。 

 



离开舒适圈， 
享受舒适 “苦旅” 

每天脚踩高跟鞋，手拿星巴克，奔波在分针与秒针的间

隙中，你是否会觉得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每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正襟危坐在高档写字楼的电脑

前，你是否会觉得脑中时不时就一片空白？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地方，远离安逸的舒适圈，过去你

要脱掉高跟鞋，除去领带，你去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回自己，

浪费时光，重新定义舒适。 

你想不想跟我们走？ 



慵懒的24小时再也不用赶schedule 

我们都曾经羡慕过一群人，他们到了哪个国家，就能像
当地人一样生活。 

早起到市场挑选食材，饭后与当地人一起跳舞； 
在印度的恒河边，他们与苦行僧探讨着人生的意义； 
在英国的市集上，他们听环游世界的店主讲述那台古董

相机过去的故事…… 
 
露宿天地间有时胜过造价不菲的甜梦之床 

有时候，坐在高档的写字楼中，小溪星空却不见了踪影，

怀念的却是在海边观星露营，在森林中生火野炊的片段。 

究竟，是我们离过去太远了，还是离自然太远了？ 

 

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罢，每段旅程都充满惊喜 

旅行，是一场对现在生活的逃离。 

那么，你想和谁一起旅行？ 

或者说，逃离的时候，你最想带上谁？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选择，不管和谁都好，以后回忆起来都会是美好的。 

 



楠溪江田园归隐之旅 

古朴的院落，坐落在楠溪江乡间青翠片的稻田前，一条

老木头栈道穿梭其中，每天坐在屋前看稻田里喂养的田鱼大

口大口吃着稻花，一边的青蛙淡定的打着盹……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这样的生活最简单，也最快乐。 
 
莫干山裸心谷放空之旅 

除了裸心谷，你很难再找到有这样一处世外桃源能将非

洲的粗旷热情，天衣无缝融合呈现在亚洲的土地上。马儿时

而放牧在一旁的草地休憩，树顶别墅就像在树上般真实，露

天剧场就布置在梯田上，无边泳池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裸着

心来，带着梦归…… 
 
黄山森林树屋野奢之宿 

你是否想过去森林里找一幢树屋，过一过松林湖畔边的

生活？就在黄山，有一片与自然共生的树屋，处于山间、湖

畔、松林中。一踏入就像被糅进了景色中，又像不小心闯进

了童话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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